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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全球青年一代的人数已经达到空前水平，其中有三分之一

还生活在暴力与冲突交织的国家，有7500万青年仍处于失业状

态，而且在全球各地的政治体系中，青年在政治代表中的比例远

远低于其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换言之，青年人的政治空间严

重不足；如果说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那么对于青年而言，平静

的生活、就业机会和稳定的工作则难上加难 。

青年一代已经清晰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期盼。在2015年后

全球发展议程(Post-2015 Consultations)中，他们对接受教育、工作

机会、诚信负责的政府，以及有效参与决策等首要课题提出了明

确诉求。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政治体制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在政治体制中，我们不但要注重人

生阅历和经验，还要考虑青年人的需求、活力和创新力量。劳动

力市场必须为青年人提供体面工作和生活的机会。教育体系应能

够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并培养其竞争优势。人在出生伊始就

应享受基本平等的权利，这一权利应在童年时期确立，在青年时

期得以巩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的青年战略“加

强青年赋权，促进可持续发展”涉及抗逆力、可持续性和人类发

展以及高效、民主的治理。该战略呼吁青年一代在发展进程中充

当更加积极活跃的变革力量。

UNDP将与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携手，一同加强与青年们及

青年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UNDP青年战略旨在向

青年人传达UNDP的战略计划。这为青年一代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希

望之光，更为他们打开了机遇之门。

Magdy Martínez-Solimá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政策和方案支助局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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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青年是社会变革与
转型的重要力量

如今，全球青年一代的人数已经达到

空前水平。在UNDP计划覆盖的许多国

家，15-24岁的青年人口比例已达到60%

以上。他们在沟通交流、参与行动和发

挥自身影响力等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 

机遇。但同时，他们也面临史无前例的

巨大挑战，从气候变化、失业到各种形

式的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尤其对于脆弱

群体或边缘群体中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

加霜。

UNDP的首个青年战略（2014-2017年）

鼓励青年人在社会变革和转型中发挥积

极作用。

该战略重点如下：

 � 三个成果：（1）加强青年的经济赋
权，（2）改善青年在公共生活、决
策过程、政治进程与体制中的参与
权，（3）提高青年在增强抗逆力行
动中的参与度；

 � 十项指导原则：人权；性别平等；
可持续性；国家自主权和领导力；
参与；创新；南南合作；志愿服
务；代际知识分享；依靠青年、同
青年合作以及为青年服务； 

 � 四种方法：能力培养，宣导和主流
化，思想领导力，国家政策。

这是第一次以全局视角清楚阐明了

UNDP对青年的承诺。该战略的预期成

果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青年实现经济赋权

在赋予青年更多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

中，创造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是非常重要

的决定因素，并有助于促进人类可持续

发展。成功实现该目标意味着青年人拥

有更多就业机会，也需要通过提高青年

人的生产力、促进青年人流向生产效率

更高的部门、及增加青年人的社会保障

覆盖率等措施来改善青年人的就业质

量。为青年人提供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

是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之一，它包括为

青年创业者（尤其是女性青年创业者）

提供技能培训、为社会企业提供支持、

以及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为青年人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即便非正式教育也有助

于增强青年的技能，这不但能为他们带

来更多就业、实习和见习机会，还为青

年接触就业市场信息和就业服务中心提

供了便利。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营造一

种有利于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

环境。

对于那些旨在保障青年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其
他赋权并号召青年人积极投身于促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和增强社区抗逆力的政策和计划，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UNDP）都给予大力支持。赋予
青年创新机会对克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
及促使社会转型具有巨大潜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Helen Clark

加强青年的经济赋权

改善青年的公共生活与参与权

提高青年在增强抗逆力行动中的参与度

2014-2017年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青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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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尤
其是政治进程与体制	

当青年人清楚自己的权利时，便能够在

各个层面有效参与公民社会、公共服务

和政治进程。他们需要知道自己可以通

过哪些渠道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

参与可能给他们生活带来影响的决策流

程。这些参与渠道包括各种正规的政治

进程，例如地方层面的青年咨询委员

会，国家层面的青年议会和影子议会，

以及全球层面的联合国议程等等。其他

切入点还包括从事志愿服务、在公共管

理部门担任职务和参与其决策流程、提

倡透明性和问责制、促进人权、实施法

律改革、支持青年组织、开展政策审

查、借助媒体（包括社交媒体）扩大知

情权和收集公布相关数据。

青年是增强社区抗逆力的积极力量

当发生冲突和灾难时，青年可以成为其

所在社区的积极变革力量。提早采取行

动稳定青年的生活，不但有助于增强抗

逆力和社会凝聚力，还能为遭受危险的

青年提供出路以预防冲突。战略切入点

的关键在于通过动员青年和向青年赋

权，使其成为所在社区的积极变革力

量，包括提供应急就业和创业计划，通

过技能发展和经济扶持等方式恢复青年

的重要生计资产。此外，还可以在备

灾、教育和灾后重建工作中调动青年的

积极性，例如，管理自然资源、通过新

技术动员社区、掌握和平建设的技能、

或支持旨在消除性别暴力的努力。

关于该战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2017年青年

战略”旨在通过深化各个工作领域的青

年工作重点，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2014-2017年战略计划”

。该战略为支持青年的系统性协调行动

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此外，该战略还

将为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联合

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等方面的工作提

供支持，包括为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

计划(UN Youth-SWAP)1的实施提供支

持，尤其是在就业创业、政治包容、公

民参与和权利保障等方面更是如此。

虽然青年战略重点关注的是年龄在

15-24岁之间的青年男女，但也可以根

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将覆盖人群的

年龄提高到30岁，甚至35岁，并可始终

保持灵活变通，以确保与战略实施相关

的计划能够迅速应对不同国家背景下青

年的多元化需求。青年战略采用了一种

基于人权的工作方法，这与UNDP的性

别平等战略相一致，并有助于弘扬国家

主权、消除歧视和鼓励参与等其他指导

原则。

为了确保各项建议活动的顺利开展，该

战略采用了一种四管齐下的方法，即：

 � 支持：通过加强青年人和青年组织
（包括政府部门、议会和其他代表
机构中的青年小组）的能力建设，
为青年提供支持；

1 http://www.undg.org/docs/13099/UN%20
Systemwide%20Action%20Plan%20on%20
Youth%20%283%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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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克拉克参
观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的万向青
年中心(Vientiane 
Youth Center)。

http://www.undg.org/docs/13099/UN%20Systemwide%20Action%20Plan%20on%20Youth%20%283%29.pdf
http://www.undg.org/docs/13099/UN%20Systemwide%20Action%20Plan%20on%20Youth%20%283%29.pdf
http://www.undg.org/docs/13099/UN%20Systemwide%20Action%20Plan%20on%20Youth%20%283%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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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通过在发展规划的各方面拓
展、提倡青年课题并将青年课题主
流化，鼓励青年参与；

 � 影响：通过思想领导、全球政策讨
论和网络扩大青年的影响力，包括
反映边缘化青年的呼声，以及根据
改进的数据收集方法对2015年后全
球发展议程进行监督；

 � 维持：通过支持国家政策，实施能
更有效地策略保护青年不受剥削和

不被忽视，以及支持青年的知情权
和积极参与社会各方面事务的权
利，维持青年发展取得的进步。

UNDP不但会加强同民间社会以及由青

年领导并以青年为主体的各类组织、网

络和运动之间的合作关系，还会加强

同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包

括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配

合。这种合作关系还有助于改善联合国

系统内部（尤其是在政治包容、公民参

与、人权、就业和健康等方面）的协调

性与一致性。

要衡量这些工作努力的成效，就需要

我们为青年发展设定各项目标和衡量 

指标，并在现有健全的监督和评估体 

系下，收集和分析按性别与年龄分列 

的数据。

将青年赋权作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力量，我们会大力支持。UNDP将
与社会各界人士携手，共同协助世界各

国应对危机，推动和维系能改善全民生

活品质的可持续增长。我们拥有广阔的

全球视野和独特的本土洞察力，立足于

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协助各

国实现“民强国盛”的理想。拥有知情

权、参与权和其他赋权的青年将成为当

今和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领导

者，并将成为具有强大抗逆力国家的建

设者。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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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参加伊拉克苏蓝曼尼美
国大学(American Univer-
sity in Sulaymaniya, Iraq)
举办的2013青年训练营
(Youth Training Camp 
2013)的伊拉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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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的速度更

是前所未有。这给全球约10亿青年（其

中8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带来

深刻了影响。2 与此同时，近期的政治

和社会发展也在许多国家和社区引起了

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世界的许多地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青年

人都是一支在公共舞台上拥有强有力发

言权的积极变革力量。青年运动和学生

团体正向传统的权力结构发出挑战，并

倡导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社

会契约。各类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为

青年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交流合作手段，

使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期望

和担忧、动员大批其他青年人，以及与

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青年进行跨国合

作，并就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进行共同探

讨和寻求解决方案。全球的互联网用户

中，有45%其年龄在25岁以下。3

青年4还向我们证明了他们拥有积极变

革社会的才能和潜力，并能帮助我们

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全球问题。他们

不仅贡献了许多新颖的想法，为发展

面临的挑战积极寻找解决方案，还在

跨文化沟通交流方面展现出强大能力。 

因此无论青年是作为个人、领导者、变

革的推动者、还是社会正义的倡导者，

在这方面的投入将有助于其充分发挥全

部潜能。

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

的2013年报告将青年人视为社会的一笔

宝贵财富，报告中称，“今天的青少年

和青年（…）正在改变社会和经济发展

现状，挑战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并为社

会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5 但遗憾的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青年社会政策和发展司。

3 ITU Telecom World; ICT Facts and Figures (2011)。

4 该战略采用广义的“青年”定义，包含青年男女及
各类青年网络，以及为青年服务、以青年为主体和
由青年领导的组织。

5 联合国，一种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A New 
Global Partnership’)，2013年。

是，在正式决策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时

常被忽视。18-25岁青年的投票率仍然

低于其他年龄组，他们加入政党的可能

性也较小。

因此，必须确保青年能够参与其最为关

注的关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事务

的政策对话和决策过程，并将此作为扩

大青年参与权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不

能以一种全盘兼顾、广泛协商、以及多

方参与的方式将社会各界团结起来，那

么将无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此

过程中，青年男女需要发挥关键作用。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全球审查报告

（2014年2月）明确指出，要实现未来

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障青年的权利，

并通过大力投入，帮助青年获得优质教

育及体面工作和就业的机会、掌握有效

的谋生技能、享受医疗卫生和其他基本

社会服务，以及有效参与社会事务。6 

同样，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也敦促

国际社会加大对青年的投入，保障青年

的权利，并提高青年人应对变化和把握

机遇的能力（2013年4月）。于2013年4
月签署的第一份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

计划呼吁，需要重点在以下方面采取行

动：就业创业、政治包容、公民参与、

权利保障、教育（包括全面的性教育）

以及卫生保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致力于推

动青年发展，使其成为可促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UNDP将与社

会各界人士携手，共同协助世界各国应

6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于2014年发布（依据2010
年12月的A/ReS/65/234号联合国大会决议）。

专栏1：突尼斯宪法与青年	

第8条：青年是国家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府力争为培养青
年的能力和发挥其潜能提供必要条件，支持青年勇担重任，并
将努力扩大和普及青年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中的参
与权。

在世界的
许多地
区，无论
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
展中国
家，青年
人都是一
支在公共
舞台上拥
有强有力
发言权的
积极变革
力量。

资料来源：于2014年1月
26日通过的突尼斯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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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推动和维系能改善全民生活品

质的可持续增长。UNDP倡导和支持营

造一个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有利环

境，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向处于脆弱

和边缘群体的青年赋权，帮助其挖掘

自身全部潜能，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并确保其呼声得到全社会的倾听

和重视。UNDP将继续在各项政策和计

划的制定过程中采用基于人权和性别

平等的方法，并倡导消除各种形式的

歧视行为，包括性别暴力。在此基础

上，UNDP已经加强了同青年的合作，

并为促进青年的发展贡献绵力。

UNDP于2012年开始制定第一份面向全

署的青年战略。当时，本署还在编制

2014-2017年UNDP战略计划7 ，并协助

召集关于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讨论。

青年战略的优先关注领域与当前的

7	 于2013年9月13日通过执行局批准。

UNDP战略计划相一致，并体现了UNDP
在有史以来第一份联合国全系统青年

行动计划中做出的重要承诺，以及

将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联合国机构

间青年发展网络的各项活动的承诺。

这份名为“加强青年赋权，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UNDP战略是经多方广泛磋商

的成果，我们在UNDP总部、各区域服

务中心和国家办事处的团队之间进

行了多场在线讨论 8  。此外，UNDP
还同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的成

员，以及青年人、青年组织、民间社会

组织和青年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磋商和

讨论。通过这些讨论， UNDP从诸位同

僚和广大实践者口中收获了许多宝贵的

真知灼见和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见解

和建议在制定该战略的过程中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将青年问题融

8  依据2012年在UNDP内部进行的全球在线讨论。

这份青年战略
反映了UNDP加
强同青年进行
的密切合作或
为了青年发展
而同其他相关
方进行的密切
合作，以便使
青年更有效地
推动社会发展
并从社会发展

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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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拉圭进行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全球磋商期间，青年人就人权和多样性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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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更广泛的战略中，例如2014-2017
年UNDP性别平等战略。

这份青年战略反映了UNDP加强同青年

进行的密切合作或为了青年发展而同其

他相关方进行的密切合作，以便使青

年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并从社会发展

中受益。该战略力图满足青年的期盼，

并希望营造一种鼓励青年广泛和有效参

与发展讨论、正式规划和决策过程的有

利环境。这便要求为青年（包括脆弱群

体、边缘群体和受排斥群体中的青年）

搭建可供他们用来表达意见和呼声的 

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平台。它还要求提供

新形式的能力培养计划，以帮助青年掌

握所需的就业和创业技能，从而为实现

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人类发展贡献

力量。

UNDP在之前同青年人以及各国主管青

年事务的政府部门的交流合作过程中汲

取了大量知识与经验。在民主治理、

自然资源管理、创造就业和创业、冲

突预防与和平建设等领域，UNDP同青

年及相关青年政策和规划部门进行了

多年合作。该战略反映了本署为实现可

持续人类发展而对青年发展提供系统性

支持的承诺；该战略以开发署的过往经

验为基础，旨在通过有效运用这些经验

与知识，使政策规划更加灵活、变通、

创新、有效。该战略期望将青年纳入其

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和潜能，以

确保发展政策和规划能与青年合作，并

符合青年的利益。

开发计划署的青年战略是以以下两点为

基础：（1）不论种族、年龄、性别、

宗教，青年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社 

区和更高层面的发展规划，并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2）青年人参与社区

发展、劳动力市场、政治进程、公共生

图1：发展反思图，2014 - 2017年U N D P战略计划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人	
类发展人类发展

通过一种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的方式，在造
福当代又不损害子孙后世利益的前提下，通过
提高能力、增加机会扩大人们选择权的过程。

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
介于15到24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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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管理、和平建设以及冲突预 

防将逐渐改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品质和

前景。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基于一种以人权为本

的工作方法，该方法一视同仁地认为所

有青年男女都具有普遍人权。

 � 第一部分介绍了青年人口的定义，
并说明了为什么要采用一种灵活的
方法来定义青年，以适应不同国家
的社会文化现实和国情。

 � 第二部分概述了当今青年面临的诸
多挑战。与UNDP在 2014-2017年

战略计划中重点关注的三个工作领
域相关的挑战有：（1）可持续发展
道路，（2）包容、有效的民主治
理，（3）具有抗逆力的社会。

 � 第三部分概述了青年战略旨在实现
的三个主要成果，以及UNDP在进行
规划时的指导原则和切入点，这些
原则和切入点将与开发计划署战略
计划的成果相一致，并在整个规划
过程中采用一种基于权利的方法。

 � 第四部分说明了青年战略的“四管
齐下”方法：通过能力建设为青 
年提供支持，通过宣传和主流化鼓
励青年参与，通过思想领导扩大青
年的影响力，通过支持国家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维系青年发展取得的 
进步。

 � 第五部分讲述了监督和评估方面的
内容。

 � 第六部分阐述了必要的合作伙伴对
于成功实施青年战略的重要性。

 � 第七部分介绍了UNDP将提供的组织
能力，包括通过一个核心团队和相
关支持体系。

的青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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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青年的定义
UNDP 赞同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青年

的以下定义：青年是指15-24 岁之间的

人群。9 但考虑到各个国家对青年的不

同定义，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和背

景，UNDP青年战略采用了一种更加灵

活的青年定义方法，以便使该战略符合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考虑到青

年人口的复杂结构，以及鉴于不同年龄

段的青年群体在不同环境背景下（特别

是因危机爆发或危机结束后轻易失去美

好“童年”和“青年”时光的人士）可

能面临不同的需求，因此，采取灵活的

青年定义方法有助于制定出符合各国国

情的政策和规划。10

9	 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	
A/36/215号报告，1981年。

10	 依据UNDP全球在线讨论。

UNDP所指的“青年”包括有着各种成

长经历和生活背景的青年男女，并考虑

了各个国家和/或地区对青年的现有定

义。在青年战略中，UNDP 建议重点关

注年龄在15岁至24岁之间的青年男女，

但也可以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国

情和青年政策，将覆盖人群的年龄提高

到25-30岁（甚至35岁及以上）。

收集和分析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青年数

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各年龄段青

年所面临的挑战，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有

针对性地从各个层面制定青年规划、政

策分析和发展战略。UNDP提倡采用这

种方法。

附件1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需要灵活定

义青年的年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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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青年人
口的复杂结
构，以及鉴于
不同年龄段的
青年群体在不
同环境背景
下，可能面临
不同的需求，
因此，采取灵
活的青年定义
方法有助于制
定出符合各国
国情的政策和
规划。

里巴马科大学(University 
of bamako, Mali)的学生正
在讨论和平与和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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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形势分析：	
发展面临的挑战

能否成功解决当今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

将取决于能否在不损害人权、或者不会

对环境系统造成永久破坏的前提下，消

除贫困、不平等和歧视，深化融合，减

少冲突。

A.	青年群体正处于日益
复杂的发展环境中

21 世纪青年人的生活经验和观点看法彼

此相去甚远。在发展中国家，约有87%
的青年正面临着因资源、医疗、教育、

培训和就业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机会

有限且不平等而带来的一系列挑战。11

在世界许多地方，青年都面临着贫困、

饥饿、教育障碍、多重歧视和暴力行为

以及有限的发展和就业机会等困境。青

年通常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因此不

得不寻求非传统的公民参与渠道。全球

有逾6亿青年生活在社会动荡、冲突不

断的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地方，青年是

所在社区的创新领导者，他们积极参与

社会事务，并渴望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而在另一些地方，青年既是社

会暴力的受害者，又是施暴者。

11	 国际青年年情况说明2010-2011。

这种情况的多样性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

说青年既是问题的根源，又是解决问题

的希望之光。总体而言，青年的发展前

景正变得日益复杂。发展思路、知识和

经验可以从多种来源和渠道获得。环

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和风险比以

往更难预测。虽然当前复杂的社会、经

济、政治和环境问题构成了一个巨大挑

战，但同时也为青年群体展示其强大的

自我组织能力，以及锐意创新、拥抱变

革的潜力提供了大量机遇。

国际社会目前正在考虑将与青年相关的

一些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发展指标纳

入 2015年后议程和相关发展进程中。

当前面临的许多挑战正在以特殊的方式

给青年带来影响，尤其是青年女性需要

得到特别关注。

B.	关注青年女性和
其他弱势青年

1.	 弱势群体

UNDP认识到，青年群体的构成成分并

不单一，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和生活经

历迥然不同。一些青年男性和女性群

体因为面临遭受排斥、不平等和各种形

式的歧视等许多特殊挑战，因此需要得

到特别关注。这些群体包括土著、少数

在发展中国家，有87%的青年正面临
着不平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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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移民、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IDP)、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

者 (LGbTI)中的青年，感染艾滋病毒的

青年，残疾青年和生活在贫困/冲突条

件下的青年，年轻的性工作者和吸毒

者，面临宗教歧视的青年，遭受家庭暴

力和性暴力的青年，丧偶的青年女性，

以及被强迫结婚和被贩卖为奴或从事色

情行业的青年女性。

全球约有6700万土著青年12，他们普遍

生活在卫生条件较差的环境下，并遭受

自杀率高、营养不良、缺乏基本医疗保

障等问题的困扰。这些土著青年往往不

能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

许多人正逐渐沦为毒品走私和贩卖人口

的受害者。他们大多为生计所迫，因此

无法沿袭祖先的习俗、文化和语言，在

许多国家和国内地区，一些歧视性的政

府政策导致其母语日渐消亡。

针对青年人的年龄歧视在很多社会都存

在，包括围绕年龄、能力与社会地位所

做的一些假设。这使得青年人在“成人

社会”中面临一种不平衡的权力结构，

而这本身就是边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12	 DeSA新闻。专题文章，第17卷，05号	-	2013年5月

在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

言(2011)中，联合国各成员国表达了

对以下问题的严重关切：青年人仍难以

获得优质的教育、体面的工作、基本的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必要的技能、

服务和生活用品保障。13为了扩大所有

青年人（无论其艾滋病毒感染情况、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对关爱青年人HIV计

划和服务的需求及其供应规模，需要发

起新一轮由青年人领导的社会和政治倡

议。142005-2012年间，与艾滋病相关

的青少年死亡人数上升了50%，这与艾

滋病死亡率的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15 

尽管艾滋病防治工作在过去30年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在2012年，仍有78万
左右15-24岁的青年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外，在防治艾滋病方面还存在性别差

异：青年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比同

龄男性高出50%。在非洲（占全世界hIV
病毒感染者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三）等

HIV病毒感染率较高的地区，青年女性

的感染率高于青年男性，尤其是低龄青

年女性。在许多非洲国家，只有到30岁

13	 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65/277，2011年7月。

1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
‘CrowdOutAIDS’，2012。

15 UNAIDS 2013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日内瓦，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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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青年男
性和女性群
体因为面临
遭受排斥、
不平等和各
种形式的歧
视等许多特
殊挑战，因
此需要得到
特别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
夫人柳淳泽女士会见
Dance4Life（一个由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墨西哥青年
组成的团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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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30岁以上，男性和女性的艾滋病毒感

染率才比较接近。加大对青年性与生殖

教育以及医疗服务的投资已迫在眉睫。

2.	 性别不平等

以下两方面因素可能显著加剧青年群 

体面临的许多挑战对年轻女孩和妇女的

影响：（1）教育、文化、政治领域和

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偏见与歧视，

（2）医疗卫生服务和私人生活领域所

遭受的限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青年

女性应承担起无偿照顾家人的责任，或

者应及早结婚。与男性相比，在参与公

共事务方面，她们可能面临更多障碍。

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歧视、传统习

俗、相对较少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对女性

经济贡献的轻视让女性面临更高的失业

率，或被束缚于无偿的家务中。

在婚姻方面，青年女性与青年男性的

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也有巨大差异。 

例如，截至 2010年，有 158个国家

的法定结婚年龄为18岁。然而据估

计，2000-2011年间，在发展中国家

的20-24岁女性中，有34%的人在18岁
前就已经结婚或同居，有12%的人在

15岁前就已经结成法律婚姻或同居。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2014年后续行动

(ICPD beyond 2014)16 的审查程序全球

调查(Global Survey) (2013)表明，在过

去五年，全球仅有51%的国家解决了童

婚和逼婚问题。

女孩和青年女性继续面临多重歧视行

为，从而使她们成为最边缘化、最脆

弱、最难惠及的青年群体。对青年战略

希望取得的所有三大成果而言，关注女

孩和青年女性的需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这不仅是保护人权的必要举措，

还有证据表明，释放女孩和青年女性的

潜能是消除贫困、改善健康和卫生状

况、减少社区暴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C.	人口变迁和青年就业

如果没有体面的工作和最低生活工资的

保障，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实现将无从谈

起。收入下降和失业问题经常与卫生和

教育状况不佳联系在一起，并导致人力

和社会资本减少、贫困和不平等长期跨

代盘踞、抗风险能力和社会凝聚力变差

等不良后果。在今后十年内，世界人口

将增加4亿以上，从而给青年人口占较

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将带

来新的压力。17

16 http://icpdbeyond2014.org

17 世界人口前景2012。

专栏 2 ：为脆弱群体寻求正义

在摩尔多瓦，脆弱群体中的青年人正在同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联系，并学习战略宣传技能，以解决他们最为
关心的问题。由UNDP资助的“为摩尔多瓦的贫困和脆弱青年提供法律援助”项目可帮助该国青年获得更多
司法援助和保障以及改善人权的机会，并符合该国制定的为青年提供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机会、促进司法正
义、加强社会融合的目标。而摩尔多瓦旨在将其法律援助系统的援助范围从刑事案件扩大到民事案件的计
划则为该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该项目涉及至少10所与失业青年、罗姆族青年、感染艾滋病毒的
青年、残疾青年、移民或难民青年进行合作的支持团体。该项目还同许多旨在加强这些青年在社会中的能
力和赋权的行动和计划建立了联系。

对青年战略希望
取得的所有三大
成果而言，关注
女孩和青年女性
的需求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

http://icpdbeyond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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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形势

由于抚养比率不断下降，国民收入随之

增加，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以青年人

口较多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为人口变迁特

征的国家将能够加快发展速度。但是，

如果新增劳动力无法找到体面的就业机

会，或者已有劳动力只能获得勉强维持

生计的报酬，那么这种“青年红利”将

不可能实现。

当前的就业统计数据并不乐观。青年

人占全球劳动适龄人口的37%，但却占

到全球失业人口的60%。在发展中国

家，有多达三分之二的青年处于失业/

失学状态，或非法就业。18全球金融危

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了该状

况。2000至2011年间，全球的青年劳

动力参与率从52.9%下降到48.5%，这

表明在全世界所有15-24 岁的青年人当

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所占的比

例还不到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

青年人学习时间变长。然而，由于全球

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世界上仍有7340
万青年处于失业状态。19 有三分之二的

经济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都达到了令

人不安的高水平（超过15%）。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青年也将继续面临工作不稳

定和报酬微薄的困扰。

2.	 区域趋势

近70%的非洲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而

在非洲大陆的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该

数字则达到了75%。此外，在阿拉伯国

家、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青年人口的比例也很高。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报告称，在中东

地区和北非地区，分别有28.3%和23.7%
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东亚、南亚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青年失业率虽然

相对较低一些（分别为9.5%、9.3%和

18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

19	 同前。

11.8%），但这些数据却掩盖了以工作

时间长、工作不稳定和工作质量总体较

低为特征的脆弱就业率较高的问题。20  

缺乏可行的其他就业选择，加之难以享

受社会保障，因此迫于生计，青年人不

得不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或在自

家农场或企业中做一些勉强维持生计 

的工作。事实上，青年人比成年人更 

容易沦为工作穷人。约有1.52亿青年工

人生活在位于贫困线（日均收入为1.25
美元）以下的家庭中，占所有工作穷人

的24%。21

3.	 性别不平等

在劳动力市场，青年女性尤为脆弱。这

种性别差异不仅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观念，还反映出一系列体制性问题，例

如女性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男女同工

不同酬等等。如不加以解决，这些就业

20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

21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契约》(Global Jobs 
Pact)	−政策简报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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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多哥最北端的科
尔邦古（Korbongou），
以务农为生的24岁女青
年YalenliLam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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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及现有的不平等将延续至下一代。

例如，尽管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青年

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相近（中东和北非

地区除外），但女性较低的劳动参与

率仍反映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

地位。在中东地区，仅有13.2%的青年

女性为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而青

年男性的这一比率则为46.5%。在北非

地区，青年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为

19.7%，而青年男性则为46.8%。22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存在该现象，只是

差距较小而已。

较高的家庭收入水平、教育投资和城市

出身可为青年从学校向就业过渡提供巨

22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

大优势，在一些拥有此类统计数据的国

家，青年男性比青年女性更容易获得稳

定和/或满意的工作。

4.	 创造就业、就业和创业

青年失业、就业不足和低工资问题可能

给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造成长期不利

影响。这些问题还可能引起贫困和弱势

地位代际延续的恶性循环，从而影响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困难和有效参与

社会事务的机会不足使青年群体陷入可

能遭受长期社会排斥的危险境地；这不

仅有损国家的社会凝聚力，还可能导致

政治不稳定。

U
N

 P
h

O
TO

/e
R

IC
 K

A
N

A
LS

Te
IN

在阿富汗哈拉德(herat)
的一家工厂，一名年轻
女工正在分拣开心果的
间隙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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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应予以更多关注，以确保青

年群体可以顺利从学校过渡到体面的工

作。特别是在危机过后，尽早实施经济

振兴和民生战略对于稳定局势和迅速为

民众提供收入，从而帮助其维持生计和

走出危机至关重要。这也有助于加强社

会凝聚力。除此之外，还应创造体面的

就业机会，减少工作场所中的歧视行

为，创建一个公平的工资分配基础，并

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以帮助毕业

生掌握雇主需要的技能。

未来十年，全球经济需要创造6亿个生

产性就业机会才能满足当前失业人口的

就业需求，并为每年新增的4千万劳动

力提供就业机会。23 然而，许多国家的

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却难以针对当前的

就业机会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更

不用说需要更高技能水平、创新能力、

适应能力和灵活性的未来工作机会。

2012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青年

人与技能：拉近就业与教育的距离”强

调，目前迫切需要为青年人提供工作技

23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趋势》报告，2012年1月。

能，以增加其就业机会。24 在发展中国

家,有2亿左右15-24岁的青年人未完成

小学教育,有四分之一的青年人仍不识

字。他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基本

的就业技能。尽管在实现入学率的性别

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女孩在正规中等和高等教育

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这对女性的就业

能力和社会男女平等具有重要影响。处

于弱势地位的青年难以获得需要高度专

业化技能的工作，究其原因，可能是教

育、医疗和其他一些会影响人力资本的

领域存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排斥现象

的长期后果。

另一方面，许多高校毕业生无法找到与

其学历相称的工作，该现象在欧洲、独

立国家联合体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发达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尤为突出。无论是由于

教育不足还是过度教育，技能不匹配现

象都会对整个人类以及青年群体的生产

能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并阻碍一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在青年人看来，许多高

2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12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对此，我们	
应予以更多	
关注，以确	
保青年群体	
可以顺利从	
学校过渡到	
体面的工作。

约有

1.52亿
青年工人生活在位于贫
困线（日均收入为1.25美
元）以下的家庭中，占所

有工作穷人的24%。

一美元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多达	

的青年劳动力未得到	
充分利用，这意味着这些
青年要么处于失业或非

正规就业状态（在非正规
部门就业），要么既没有
参与劳动力市场，也不在

接受教育或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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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体系和机构都不满足劳动力市场

的实际动态需求。

报告“拉近教育与就业的距离”的编者

在接受采访时，一些青年人表示，正规

教育课程往往过于理论化，让学生感觉

所学内容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且缺乏必要的实用技能。25因此，面向

青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培训可以

成为正规教育的有益补充，帮助青年掌

握许多重要的专业技能，同时，对于无

法获得正规教育的青年而言，这些培训

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青年人还表示，

实习和志愿服务也可以为他们学习生活

技能和改善就业前景（包括创业）提供

机会。

青年创业能够降低青年失业率、减少贫

困并产生其他社会经济效益。许多发展

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3年全民教育全球
监测报告。

中国家的青年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而转向

自主创业。青年创业者不仅解决了自己

甚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还获得了经

验，掌握了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培养

了责任感与自尊，加强了与当地社区的

联系，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今

天的青年创业者可能将成为未来为本国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做出积极贡献的企

业家和领导者。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

的青年创业者面临严峻挑战让上述目标

难以实现。在最不发达国家(LDCs)，
大多数中小微型企业(MSMs)的所有者

仅能勉强维持经营，许多人更愿意从事

有薪就业，只是这些有薪就业的机会严

重不足。26 在中等收入国家(MIC)，与

成年人经营的企业相比，青年创业者为

26	 最不发达国家的青年人通常在家庭自营企业中从事
无偿劳动，随着年龄增长，才逐渐进入正式的有偿
就业部门，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有
21.4%的工人能领到工资或薪水，相比之下，全球的
平均水平则为近50%。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全球
青年就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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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在几内亚开展的一
个青年就业项目，该项目
对青年进行创业培训，并
为他们提供贷款支持，以
发展现代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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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经营规模所作的努力会因为无法获

得信贷、业务网络薄弱、专业知识不足

等而更多地受到阻碍。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青年创业者往往处于非正规行业，

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各种权力滥用和腐败

行为的影响。

5.	 移徙

在家乡就业无望的情况下，青年人往往

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异国或大城市寻找

工作机会。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UNDeSA)发布的2013年世界青年报

告称，在全球2.32亿国际移徙者当中，

有7500万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27有大

约一半的青年移徙者为青年女性和女

孩，60%的青年移徙者生活在发展中国

家。虽然无管制的非自愿移徙可能伴随

有一些好处，例如获取技能、汇款、就

业机会和更高工资。但青年人的就业移

徙同时也给发展带来许多特殊挑战，包

括色情业人口贩卖、犯罪、吸毒、感染

艾滋病毒的几率增大和其他健康相关挑

战、移徙工人保障不足。而对青年群体

原来生活的社会而言，大规模经济移徙

往往还会造成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和

人才流失等不利影响。

D.	在公共生活、决策过程
和政治进程中的参与权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青年人仍处于政

治、社会和经济主流的边缘。青年参与

度有限仍是各种正式政治进程和机构的

一大特征。青年人经常对政治领导和政

治机构不抱希望，并被排斥在政策制定

过程之外。结果导致，青年人的政治组

织往往未能采用正规组织的形式。然

而，作为一支全球性力量，青年群体正

在逐渐步入发展讨论的舞台中央；他们

要求参与改变社会的决策进程。28

27 UNDeSA，2013年世界青年报告。

28 涉及青年群体的政策和计划(e/CN.5/2014/5)，
2013年12月。

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制定了青年框架

结构和实施计划，以在政府代表中为青

年群体设立席位。在社会发展委员会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第
51届会议上，一场关于加强青年赋权，

促进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周边会议传达了

以下重要信息：“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

能做出关于我们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青年人在各个层面

的政治进程、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

中的参与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

将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呼声得到

倾听，代际知识得以共享，各年龄段的

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得到支持与促进，从

而推动人们的生活和社区进行转型和变

革。从预防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参

与还可进一步降低大规模群体遭遇政

治排斥的相关风险。

如果青年人不能参与或不能有效参与正

式决策进程和机构，则将导致有助于促

进发展并提高发展质量的宝贵资源被白

白浪费或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联合国发展集团(United Nations Develop-
ment Group)最近举行的一次关于治理

问题和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全球专题

协商高度重视青年人关心的问题，并

认为，将继续面临当前挑战和承担引

领未来发展职责的青年人必须参与新

发展议程的设计和实施。在参加“我

的世界”(MY World)全球调查的160万
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30岁以

下。29 通过该调查确定出的青年人优先

关注的事项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机

会和诚信负责的政府。

另一项由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

(IANYD)于2012年8月进行的调查显示，

在来自186个国家的13000位受访者中，

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缺乏机会有效参

与决策过程是青年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29 “我的世界”， www.myworld2015.org.

然而，作为
一支全球性
力量，青年
群体正在逐
渐步入发展
讨论的舞台
中央；他们
决心参与改
变社会的决
策进程。

www.myworld20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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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因此，青年人经常感觉自己遭到

社会和社区的排斥和边缘化。受访者还

表示，有必要建立青年人参与机制，加

强青年人与政治机构之间的互信和进一

步提高青年人的能力，以使他们能够有

效参与。工作重点应放在最弱势的青年

群体和面向青年女性的特定行动上。

为满足青年人的需求，并确保他们的基

本人权得到承认和保护，应促进青年人

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及民主实践与

进程，这一点至关重要。而要实现青年

人的有效参与和领导，则要求青年人和

青年组织拥有适当机会和能力，并能够

从有利环境和以事实为依据的各级相关

方案和政策中获益。30

纵观人类历史，青年人曾在各种各样的

背景下，参与、促成甚至催化了许多政

治制度和权力分享体系的变革，为建设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然

而，近几十年来，在一些高收入国家，

青年人的投票率和民间协会中青年会

员的比率却在持续下降，从全球范围

来看，青年人的投票率也不如成年人

30 参与权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中的指导原则之一，许多重要的国际	
协定都高度重视青年人的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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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UNDP主办的一个鼓励
柬埔寨青年加强公民参与
的广播脱口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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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31 该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青年

人对政府和正式的政治制度缺乏信任。

有充分证据显示，与全球各地的中老年

公民相比，青年人在正式政治进程中的

参与度相对较低。这对政治制度的代表

性提出了挑战，并导致青年人的权利被

剥夺。与年龄相关的排斥行为并非仅影

响24岁以下的青年人。35岁以下的人

群也很少担任正式的政治领导职务。在

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参选国家议会议

员的年龄要求都在25岁或以上，年龄在

35或40岁以下的政治人士通常即被视为

“年轻”。32总体而言，青年人（特别

是青年女性）在正式的政治机构、进程

和决策过程（各级议会、政党、选举过

程、司法和公共管理部门）中并未得到

充分代表。

信任感的缺乏，对不断上升的贫困率和

失业率的失望，以及强烈的政治和社会

不公平和不平等感将青年人引向了另一

个方向：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参与非

正式政治进程。通过社交媒体渠道和创

新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现象转化成了各

31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

32  同前。

种新的青年动员形式，并促使更多青年

人参与志愿服务。

提高青年在各类正式进程、平台和机构

中的参与度的目标应该是，达到与其他

年龄段的人口相当的参与程度。政党可

能仍是青年人参与正式政治体制的重要

途径。但为了建立有效支持青年人参与

的包容性政策和机制，还应更深入地了

解青年人的感受、呼声和需求，了解他

们在正式政治体制中的参与程度，以及

由青年领导的组织、网络和非正式团体

的能力，以支持青年人的公民参与和政

治参与。

支持青年人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事务是

一个出现得相对较晚的优先工作事项，

应当及时采取行动，特别是考虑到近期

在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

件和民主转型。青年人在影响自身生活

的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机

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文化环

境。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因社会规范

而导致的针对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

的歧视，且这些歧视形式各式各样。 

18-25岁青年的投票率继续
低于其他年龄组，他们加
入政党的可能性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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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遵守民主原则的社会通常更

有利于青年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

人实际能够参与或得到倾听。正式和非

正式参与都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参与， 

都对构建一个具有强大活力和抗逆力 

的民主制度非常有益，因此都应当得到

支持。33

青年赋权要求保障青年人参与国家、国

内和地方层面的政府决策和各项议程的

权利。政府当局应将青年人纳入决策过

程的合作伙伴，并邀请他们就广泛的

议题各抒己见，而不必局限于与青年

相关的议题。因此，在2012年联合国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和2012 
年巴厘岛全球青年论坛宣言（青少年 

和青年）通过的关于青年和青少年的 

33 UNDP，加强青年在整个选举周期中的政治参与
(enhancing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out 
the electoral Cycle)，2013。

决议中，青年的参与权均得到了广泛 

认可。34

E.	 增强抗逆力

“抗逆力”指男性、女性、社区、机构

和国家预测和防止冲击、威胁、变化，

以及从中恢复过来并在其发生之后进行

转型的能力。抗逆力涉及的关键问题包

括从冲突引发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增强

备灾和灾后重振的能力，培养适应变化

的能力35。 

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
的成果性文件所指出：“消除贫困， 

改变不可持续现状并促进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模式，以及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首

34 http://www.icpdyouth.org/delegate/declaration

35	 UNDP战略计划2014-2017，第34页。

专栏3：青年赋权和民主治理的创新

关于青年、参与和治理的创新项目的开发，UNDP民主治理专题信托基金(DGTTF)曾经为超过35个UNDP国
家办事处提供了支助。这些项目加强了青年权益团体的能力，对青年同公共机构的交流合作情况进行了高
质量的研究，并协助建立了多个国家青年理事会和发展计划。有几个项目还重点强调了社交媒体和信息技
术作为服务问责和反馈机制支持平台的巨大作用。

这些由DGTTF支持的项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包括：

 � 在亚美尼亚建立了一个青年研究中心，并提高了工作人员开展调查、进行研究、分析数据及促进青年
人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能力；

 � 为阿塞拜疆国家青年计划(State Programme on Azerbaijani Youth)制定了一套基于成果的监督和评估框
架，并为青年人在阿塞拜疆公共服务部门实习建立了一套法律框架；

 � 在科特迪瓦，通过建立一个由青年领导的青年诚信营加强了区域性青年领袖抗击腐败的能力；

 � 改进了与青年有关的数据采集系统，并由马达加斯加国家统计局进行了验证；

 � 在约旦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以青年人和地方治理为主题的创新学社，并重点关注选举筹备工作。

在以青年人为中心的倡议的设计和实施方面，这些项目还为组织学习提供了思路，并特别考虑了制定可以
衡量的适当指标，在方案设计阶段进行体制和背景分析，以及建立伙伴关系。

欲了解更多有关青年项目和DGTTF的信息，请参见：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
democraticgovernance/projects_and_initiatives/dggyouth

http://www.icpdyouth.org/delegate/declaration
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democraticgovernance/projects_and_initiatives/dggyouth
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democraticgovernance/projects_and_initiatives/dgg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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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和基本要求。”36 可持续人类发

展通过强调人的能力和福祉以及人与环

境的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了这种

方法。

1.	 冲突预防和恢复

在转型或冲突期间和之后，或危机过后

的恢复过程中，如何以一种包容、广泛

参与的和平建设进程增强社会团结和互

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此时许多利

益相关者仍处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斥在

和平建设进程之外。特别是青年人在和

平建设和社会重建过程中的潜在作用几

乎得不到重视和支持。但是，对于建设

持久和平与稳定而言，青年人在预防和

解决冲突、暴力和极端主义方面，以及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贡献和领导作用却

是一笔宝贵的资源。青年人可以扮演创

新者和变革推动者的重要角色，其作用

应该得到积极支持，并被视为在经历危

机和冲突后的环境中构建和平社会和支

持民主治理37的一部分。青年人已经展

示了他们在搭建跨社区沟通桥梁、建立

合作关系、帮助管理冲突和促进和平方

面的潜能。

国际社会也日益重视青年人在预防冲突

和恢复重建工作中的作用。青年人面临

战争和暴力两大负担，美国和平研究所

在“青年与和平建设”一文中写道：“

青年人往往面临因为缺乏教育机会、医

疗保健、社会保障、谋生机会、文娱活

动、友谊和家庭支持而带来的额外阻

碍”。如果我们无法建设性地让青年人

参与社会契约的制定，那么危机、冲突

和战争仍将不可避免。38根据青年人既

36 《我们想要的未来》(‘The future we want’) (A/
ReS/66/288)，第4段，2012年9月。http://www.
un.org/en/sustainablefuture/ 

37 关于青年人参与和平建设的指导原则	(Guiding 
Principles on 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Peacebuilding)，2014年4月。

38	 社会契约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就各自的角色和职责达
成的一份动态协议。这里的社会契约指个人同意（
明示或默认）牺牲一部分自由，并承认政府的权威
地位，作为交换，政府将保护个人的普遍人权和安
全，并向个人提供公共产品。

可以是破坏和平的潜在威胁，又可以是

推动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一基础假设，预

防暴力和/或促进和平经常成为采取这

些干预措施的理由。39当爆发冲突时，

青年人尤其容易受到教育和就业机会丧

失的影响；并且是最有可能被征召到战

斗部队，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和其他性

传播疾病，以及最容易沦为性暴力受害

者的人群。另一方面，暴力冲突往往导

致社会规范迅速变化，并为迷失的一代

重新融入平静的生活带来机会。

2.	 边缘化的青年

缺乏生计和就业机会的边缘化青年群体

很容易加入非法行业、有组织的犯罪团

伙、帮派和海盗组织。青年人对政治领

导和谋生机会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也使

得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那些受各种意

识形态驱动的激进、暴力和极端主义组

织。同时，边缘化青年往往也因公民保

障有限和寻求司法公正的渠道不足而成

为受害者。为此，UNDP青年战略的实施

将着眼于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

面，帮助青年人重新融入社会体系中。

39 UNDP bCPR情况说明，2007。

青年人已经	
展示了他们	
在搭建跨社	
区沟通桥梁、
建立合作关
系、帮助管
理冲突和促
进和平方面
的潜能。

全球有逾6亿
青年生活在社会动荡、	

冲突不断的国家和地区。

http://www.un.org/en/sustainablefuture/
http://www.un.org/en/sustainabl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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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

如今，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发展、国家

和经济体的稳定及地球的健康构成了威

胁。极端天气有可能造成上万亿美元的

损失，并危及世界各地民众的生命和生

活。适应和缓解风险是国际上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方法。

几乎每个社会都遭受过气候变化、臭氧

消耗、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消失、国际

水域的鱼类资源迅速消减、缺乏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影响。在保护和重新协商基

于年龄和性别的关系和层级结构方面，

青年人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危机时

期，可能出现包含更多妇女和/或青年

的其他政治结构。危机过后，青年在家

中和社区采用和推广环保措施方面也经

常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40而作为农村

经济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管理者，青年女

性也在贡献她们的力量，这对发现问题

和找到增强抗逆力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

影响。

目前，人们越来越担忧全球很可能将面

临一场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并给子孙

后代造成影响。因此，应支持青年人加

入各类正式进程和平台，从而使他们能

够倡导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这将进一

步加强各国在继续向前发展和向国民提

供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同时，在减

少碳排放方面所做的努力。 

40	 UNDP，‘Powerful Synergies’，2012。

专栏 4 ：环境管理：关爱后代

在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小额赠款方案(SGP)资助的项目中，儿童和青年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他们
肩负着未来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使命。从长远来看，代际知识转移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下 
一代可能将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背景形势下。一些涉及环保教育和提高环保意识的项目通过组织保护物种
和当地栖息地、植树、建设家庭和社区花园、太阳能发电可持续能源计划等活动，让儿童和青年积极参与
进来。

青年人的低收入和高失业率往往会给社会福利构成巨大挑战。一些SGP项目通过同青年人合作，提高了青
年人的专业技能，并为他们提供了对全球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的其他生计。例如，在立陶宛开展的一个
项目鼓励失业青年从事与环保旅游相关的工作，如向游客提供三轮车服务。

GEF还在毛里求斯开展了一个指导学生在britannia政府学校栽培当地药用植物的项目。该项目通过鼓励学
生、家长、教师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在学校内的一处荒地上修建了一个温室大棚和一个保护区。并将
出售种子和植物所得的收入用于维持和进一步扩大该保护区。孩子们在认识和栽培药用植物的过程中，不
仅养成了热爱和保护环境的好习惯，还为今后从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活动做好了准备。

欲了解更多以青年人为中心的项目，请浏览GeF小额赠款方案 http://sgp.UNDP.org

青年在家
中和社区
采用和推
广环保措
施方面也
经常起到
举足轻重
的作用。

http://sgp.undp.org/


23

I I I . 	青年战略的
预期成果

UNDP青年战略将直接推动有助于实现

UNDP战略计划成果的工作。这些工作

的重点包括；

 � 如何采用可持续发展道路； 

 � 如何建设和/或加强包容、 
有效的民主治理体系； 

 � 如何增强抗逆力。41 

该青年战略的预期成果与2014-2017年
UNDP战略计划的成果相一致，从而确

保青年人在整个战略中成为主流。青年

战略的每一项成果都有助于实现 UNDP
战略计划某一项或某几项成果，并将对

战略计划第4项成果（性别平等和妇女

赋权）的实现起到特殊推动作用。

41 UNDP战略计划2014-2017，第20页。

青年战略采用了以人权为本的方法，以

及一系列受到国际公认的内在人权原则

和标准。该战略旨在实现青年人的公

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这

对于UNDP的可持续人类发展框架至关

重要。UNDP还认识到青年人不仅仅是

发展成果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还能够积

极应对生活中遇到的挑战，并成为转型

性变革的重要参与力量、合作伙伴和领

导者。考虑到这些方面，青年战略采用

了一种三视角42 方法：

 � 为青年人（受益者/目标群体） 
服务； 

 � 同青年人（协作者/合作伙伴） 
合作； 

42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青年参与发展(Youth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2010年3月。

资料来源：《青年人参与发展：发展机构和决策者导读》(Youth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A Guide 
for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Policy Makers)，2010。该图改编自200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图 2 ：实现青年发展的视角方法

强调同青年人
合作和为青年
人服务，以实
现高效发展

受益者 协作者 发起者

为青年人

服务

同青年人

合作

为青年人提

供支持

参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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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青年人（领导者/发起者） 

提供支持。

UNDP可以利用其在政策和计划制定过

程中的多方论证方法，覆盖全球的发展

网络和在许多场合的协调者角色，并

充分考虑到在就业、性别平等、民主治

理、环境保护、危机预防和灾后恢复以

及HIV与健康等领域存在的发展挑战之

间的联系，从而为联合国系统的青年工

作提供有力支持。

UNDP青年战略的指导依据为国际公认

的协定、区域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系统

其他一些重要文件中的主要原则。其

中包括《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世界青年行

动纲领》，《联合国千年宣言》，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的成果

文件：《我们想要的未来》(The Future 
We Want) (A/ReS/66/288)，《非洲青

年宪章》，《伊比利亚-美洲青年权

利公约》和《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A/ReS/31/131)。43该青年战略还借鉴

了“UNDP公民社会和公民参与战略”

和“UNDP应对阿拉伯地区青年支持的

变革的战略”。此外，2015年后发展议

程的全球协商结果《一百万个声音：我

们期望的世界》(‘A Million Voices: The 
World We Want’)（2013年9月）也为

该青年战略提供了重要思路。

UNDP青年战略为UNDP在以上三个成

果方面的工作都提供了战略切入点（如

上文所述），并认识到各个地区的不同

需求和优先考虑事项。该战略在区域层

面上的实施情况将通过各个区域中心的

年度工作计划予以公布。该青年战略的

目的是，当国家主管当局、UN系统（通

过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UNDP（通

过国家方案文件）同意开发特定的UN/

UNDP青年援助政策后，为这些政策提

供国家层面上的具体实现方法。在这种

情况下，该战略的实施可以采用以下方

43 该决议扩大了联合国志愿人员的使命，以鼓励青年
通过志愿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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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宣言 
(The Nairobi 
Declaration)讨论
会，Youth21，
2012年，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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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U N D P青年战略—为2014-2017年U N D P战略计划提供支持

3 10指导原则

可持续发

展道路

抗逆力

包容、有

效的民主

治理体系

 

 

         

三项成果
 

4四管齐下方法

加强青年的经济赋权
采取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培
养青年的生产能力和创建一个
有利于青年就业及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的环境，消除极端贫
困，并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和
排斥现象。

改善青年在公共生活、
决策过程及政治进程与
体制中的参与权
促进青年在地方、国家、区域
和全球层面上的一系列规划、
决策过程和平台中的广泛和有
效参与，以为解决贫困、不平
等和排斥问题的可持续发展解
决方案提供支持。

提高青年在增强抗逆
力行动中的参与度
促进青年在地方、国家、区域
和全球层面上的一系列规划、
决策过程和平台中的广泛和有
效参与，以为解决贫困、不平
等和排斥问题的可持续发展解
决方案提供支持。

1. 通过进一步将青年纳入UNDP的各项计划内，及帮
助UNDP的合作国家建立起向青年（尤其是脆弱
和边缘群体中的青年）赋权和鼓励青年参与的机
制，依靠青年人（发起人），同青年人（合作者）
合作和为改善青年人（受益者）服务。

2. 通过倡导一种以人权为本的方法和培养青年人获
得和行使其经济、政治、社会、公民和文化权利
的能力来保障青年的人权。

3. 体现性别平等和青年赋权的无比重要性，认识到
如果青年女性和女孩不能为所在社会做出与青年
男性和男孩相同的贡献，可持续人类发展就不可
能完全实现。

4. 通过为贫困青年创造生计寻求可持续人类发展，
在所有行动中，始终坚持以经济、社会和环境可
持续的方式拓展青年的能力和机会，从而扩大其
选择权，并确保在造福当代人的同时，不损害子
孙后代的利益。

5. 以国家自主权和领导力（包括青年领导力）为指
导原则，参与合作的国家自主决定如何最有效地
满足本国青年的期盼，UNDP帮助开发相关政策、
领导技能和机构能力，以维持所取得的成果。

6. 确保青年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追求青年男女发
展机会的平等，将青年人视为其自身发展的积极
变革力量，加强青年人在公共生活及政治事务和
公共机构中的参与权。

7. 通过投资开发新的创新工具和方法及仔细考虑借
鉴和推广成功经验的前景，鼓励为转型性变革进
行创新。

8. 推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知识、经验、最
佳实践和其他资源的交流，从而为青年提供发展
解决方案，尤其是由青年创业者提出的南方发展
解决方案。

9. 完善青年志愿者计划，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解决
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学习新的技能，加强社
会互信和团结，并创造参与机会。

10.通过支持信息和经验在青年人和老一辈人之间的
双向流动，以及加强传统社区领袖、年长者和青
年人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在冲突和冲突后的背景
下）等方式，共享代际知识。

提供支持

鼓励参与

扩大影响 

维持进步

通过能力培养

通过宣导和主流化

通过思想领导

通过支持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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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具体项目实施整个战略，或者

通过现有项目和计划解决青年战略中的

部分问题。

包括青年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赋予人

权，并因此受到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和

标准的保护，包括集体人权和个人人

权。在UNDP青年战略的设计、调整和

实施过程中，将采用一种以人权为本的
方法。这种以人权为本的方法承认青年

为权利主体，并将青年置于所有发展计

划的中心位置。因此，该方法使青年能

够参与到各个层面上的系统、进程和体

制中，并倡导为权利所有人（集体、个

人）和义务承担者（政府、私营部门、

政治党派及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组

织）提供适当的能力培养计划。此外，

这种以人权为本的方法还采取了一种整

体发展观，认为这些权利是相互依赖、

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即如果没有经

济和社会权利，青年人将无法充分行使

其公民和政治权利。

青年战略的实施将促进人权原则（参与

权、非歧视、问责制）和标准融入到规

划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包括评估

与分析、目标设定、能力培养策略设

计、实施及监督与评估。该战略旨在培

养青年人获得和行使其权利的能力，以

及义务承担者履行其人权义务的能力，

特别是会给青年人带来影响的能力。

图 3 ：通过以人权为本的方法加强青年赋权	

言论和结社自由
例如，支持青年组
织、青年网络和公

民参与运动

体面的工作
例如，消除青年人
在劳动力市场面临
的结构性障碍 

包容
例如，支持反对歧视和
确保青年人享有救济权
和司法公正的法律改革

医疗卫生
例如，确保感染艾滋病
毒/患有艾滋病的青年
人能够得到治疗和照顾

性别平等
例如，促进青年女性平
等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利

参与
例如，将青年人纳
入和平建设进程

教育
例如，保障青年人在
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学

习的权利

	

	 	 	重视人权问题，	
促进可持续
人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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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战略的预期成果1

加强青年的经济赋权
参考了UNDP战略计划的成果1：
实现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	
和发展，并包含可为穷人创造就业和提供生
计的生产能力；成果4：在消除性别不平等
和促进妇女赋权方面取得更快进步；成果6
：在冲突和灾难过后能够及早恢复并迅速回
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果7：各个层面上的
发展讨论和行动都优先关注消除贫困、不平
等和排斥现象，并符合我们的参与原则。

UNDP的青年发展政策和实践表明，在赋予青

年更多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中，创造体面工作

和生活机会（包括通过地方经济发展等途径）

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享有充分经济权利的

青年人将更加积极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可持续

人类发展贡献力量。UNDP青年战略的成果1

致力于增加青年人的就业机会，并通过提高青

年人的生产效率，促进青年人流向生产效率更

高的部门，及增加青年人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等

措施改善青年人的就业质量。此外，加强青年

人的经济赋权还能产生许多重要的社会效益，

例如促进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并通过增加几

代人之间建设性的沟通互动，为社会转型创造

机会。工作不仅能给青年人带来认同感和尊严

感，还能让他们更加遵守社会价值观和准则。

因此，就业机会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在政治

体系和机构中重建互信，并在工作场所提供一

个重要的代际思想和观点交流平台。

UNDP的青年就业计划重点关注影响劳动力需求

和供给的因素，以及一个有利于为青年人创造

就业和改善普遍就业质量的政策环境（为青年

男女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促进青年经济赋权的战略切入点

(a)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出发：

 � 为青年人提供资金支持、市场机会和有

助于提高他们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其他资

源。这还将包括为青年人提供技能培训和

建立企业服务中心和创业中心。将对女性

青年创业者和弱势青年给予特别关注。44 

（成果文件1.1，4.1）

 � 通过培养青年人的能力支持社会企业45，

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提高青年就业率、

减少贫困和将收益回馈社会。（成果文件

1.1，1.2，4.1）

 � 同私营和公共部门合作，通过实习和见习

计划，以及鼓励私营和公共部门企业的雇

主雇佣青年人或同青年人签订服务合同的

计划增加青年人的就业机会。（成果文件

1.1，1.2，4.1，4.3）

 � 在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同政府部门合作，

以制定、实施和监督面向青年人的公共就

业计划，以此保障青年的生计和帮助青年

恢复正常生活；将青年人纳入到建设和平

的工作当中，降低失业青年加入/重新加

入武装/犯罪组织的风险。（成果文件6.1）

(b)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出发：

 � 通过培养青年人的技能、能力与知识和推

广非正规教育，提升青年人的就业能力。

这些行动将设法为低技能和弱势青年的培

训提供支持，以努力提升其技能，从而使

他们更容易在包括绿色经济部门在内的生

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找到工作。（成果文件

1.1，4.1，4.3）

 � 推广实习、见习和志愿服务计划，以支持

青年人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过渡，或在经

历长期失业后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并将

这些计划作为一种获取技能的方式。（成

果文件1.1）

44 在劳动力市场上，青年也可能因残疾、种族或少数族群身份或
地理位置等原因而处于弱势地位。

45 社会企业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同其他企业一样，但所获利润和/或
收益将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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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支持就业服务中心和就业市场信息

系统解决技能不匹配问题。将努力加强企

业、政策制定者同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之

间的合作，以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评估和预

测结果合理设计教学和培训课程。此外，

还将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并让青年

人可以方便地获得就业市场信息。（成果

文件1.1，4.3）

(c) 从政策环境的角度出发：

 � 支持开发和实施有利于青年发展与创业的

体制和政策框架。重点关注青年女性和其

他弱势青年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结

构性障碍。（成果文件1.2，4.1，4.2，4.3）

 � 继续为开发优先考虑促进青年（尤其是

青年女性和弱势群体）就业和考虑编制重

专栏 5 ：两项旨在促进青年就业的区域倡议

《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团结和青年就业区域方案》(YeRP)是采用整体方法来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首例，
该方案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项同时关注青年就业和社会团结问题的区域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劳
动力市场的需求，鼓励创业和创造就业，以及推广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将就业置于经济增长政策的
中心位置。YeRP还支持在劳动力市场提供相关信息，以对立法施加影响，并促进有助于加强社会团结和
创造体面工作的战略的制定。

该方案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其中包括：

 �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以帮助协调有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和确保创造就业、粮食安全、和平及包容性发展之间的联系的法律
框架和战略；

 �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国家青年委员会，并为400名青年农民提供了关于涉农企业发展的培训，
为300名青年提供了关于批判性思维、冲突管理和领导力等生活技能的培训；

 �帮助塞内加尔青年部和另外两个促进青年就业的机构（国家青年就业局和国家青年发展基金会） 
加强了对青年就业方案进行基于成果的管理和实施的能力；

 �为超过125名统计和就业机构的官员提供了培训，以加强科特迪瓦、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的国家劳动
力市场信息系统；

 �在肯尼亚，依据持续推行的青年就业方案，通过制度化将价值链方法转变为一项为青年创造就业的战
略，促使政府做出了促进“绿色就业机会”的坚定承诺，并购买了128个温室大棚，以提高青年的就
业率。

第二个例子是Youth-IN，也叫做“青年创新：加勒比青年发展网络”(‘Youth Innovation: A Caribbean 
Network for Youth Development’)，这是一个重点关注加勒比地区的青年创业情况的项目。在该项目
中，有1700多名青年人通过以创业实验室和网上讲座形式进行的创业培训，学会了如何创办和经营一家
企业。一些区域和国家合作伙伴也在同Youth-IN进行合作，以为培训计划提供帮助。目前，加勒比共同
体秘书处(CARICOM Secretariat)正在尝试推行一项就业和创业机会创意(Creativity for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Opportunity, Cebo)计划，该计划旨在激发巴哈马、伯利兹、多米尼克、牙买加及圣基茨和尼维
斯的青年的创业活力。

Youth-IN还主办了2013加勒比创意挑战赛(Caribbean Innovation Challenge)，这是一场面向加勒比共同
体成员国的青年创业者的创业大赛，同时也是一个创业助推平台，目前，Youth-IN正在为该活动的持
续开展建设一套支持体系。a该活动加入了“生态挑战”的元素，以鼓励青年创业者重视节能环保。此
外，Youth-IN还在同美洲青年创业基金(Young Americas business Trust, Yabt)合作开展一项摸底清查行
动，该行动将对整个加勒比共同体内的现有创业计划进行评估，并提供一个建立在事实依据上的国家干
预平台。

a) www.youthin-cic.net/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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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青年问题的预算的国家战略提供政策支

持。（成果文件1.1，4.3，7.3）

 � 促进在有可能提升青年就业率的部门和行

业的投资，例如服务业（旅游服务、信息

和通信技术服务等等）；采取措施支持有

专门针对青年人制定的相关发展计划的区

域和地方经济发展机构的发展。（成果文

件1.1）

UNDP将尽最大努力同国际劳动组织及致力于

解决青年问题的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合作伙伴合

作，并充分利用每一家机构的专业知识与经

验。这将帮助确保以一种连贯一致、全面协调

的方式实现青年经济赋权。

青年战略的预期成果2

改善青年在公共生活、	
决策过程及政治进程
与体制中的参与权
参考了UNDP战略计划的成果2：民主治理
体系更加强大，能够满足民众对话语权、发
展、法治和问责制的期望；成果3：国家拥有
能够逐渐为全民提供基本服务的强化制度；
成果4：在消除性别不平等和促进妇女赋权
方面取得更快进步；成果7：各个层面上的
发展讨论和行动都优先关注消除贫困、不平
等和排斥现象，并符合我们的参与原则。

青年战略的预期成果2表明，需要帮助青年男

女认清自己有哪些权利，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行

使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参与可能给自己的生

活带来影响的决策过程。

促进青年的公民和政治赋权的战略切入点

(a) 加强青年人在正式政治进程、平台和机构（

例如选举、制宪进程、政党、议会）中的政

治参与，以确保有更多青年人有地位在正式

决议和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力。

	� 在地方政府层面：以一种广泛参与、兼容

并包的方式（例如青年顾问理事会）推

动基于社区的青年发展规划（成果文件 

2.4，3.2） 

 � 在国家层面：通过向青年赋权使青年能够

在政治机构内有效工作，同政治机构进行

有效合作和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支持有助

于促进青年人和政治领导人进行对话的正

式和非正式平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家

青年议会/理事会）；支持发展一个跨党

派和跨大学的学生会和/或地方青年理事

会网络，以就关于青年参与权的公共政策

和声明进行讨论，与政党建立联系和培养

青年领袖与政治活动家的能力；提供有助

于促进对话的论坛，以清楚阐明公共政策

和声明，从而确保在由政府和其他有关方

面组成的国家青年政策协调和监督机构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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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青年为国家青年战略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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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青年代表席位46（议会中的青年
小组和政党中的青年党支部也可能成为在
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协调组织青年集体
行动的重要工具）；推广青年权益宣传运
动，以倡导无暴力选举；支持实习计划，
鼓励大学和政治机构进行合作。（成果文
件2.1，2.4，4.3，4.4）

 � 在全球层面，应继续让青年人参加联合国
的各项进程和会议，以确保青年人在决策
的协商、实施和问责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并
发挥出积极作用。特别是，应邀请和支持
青年人参加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协商，并
通过进一步努力，确定出用于衡量青年在
各个层面上的参与程度的相关目标和指标
（成果文件7.1）

 � 确定出正式决策平台中妨碍青年参与的文
化、社会和体制瓶颈，并探索有助于缓解
这些瓶颈制约的方法。（成果文件2.1，
2.3，4.3，4.4）

(b) 在规划中提倡公民意识和志愿精神，以此作
为促进实现更具包容性的青年参与机制的一

46 《2012年索马里人类发展报告》，第132页。

种手段。这包括进一步认清青年人对公
民参与、青年行动主义及在非正式和正
式政治体制中的参与程度的态度，以及为什
么没有从公民参与转变到参与正式政治体制

的原因。（成果文件2.4）

(c) 促进青年加入公共服务部门和为此做好 
准备，加强青年对（国家和地方一级）公
共机构的信任和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 
包括担任中高级职务。（成果文件2.1，
4.1，4.3，4.4）

(d) 支持针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提出的青年
倡议，重点关注减少政府部门腐败、开展
社会审计和加强政府问责制。（成果文件 

2.2，2.4）

(e) 宣传和促进青年的人权，执行现有的人权
文书，扩大青年的知情权。（成果文件 
2.3，4.3）

(f ) 为艾滋病毒防治工作创建有利于促进感染艾
滋病毒青年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改善
青年女性和高危人群的权利，解决性别暴力
问题（成果文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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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和背景分析47，更加清
楚地掌握相关各方（例如决策者、学术机
构、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和私营部门）的能
力，以建立支持青年人的公民参与权的包容
性政策和机制。（成果文件2.4） 

(h) 通过支持法律改革消除针对边缘群体的
歧视，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保障，并建
立一套欢迎青年参与政治和决策过程的
法律框架。UNDP将同包括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学校、警察部门和其他执法机构、检察

47 UNDP指导性说明：制度和背景分析(UNDP Guidance Note: 
Institutional and Context Analysis)，2012年9月。该说明通过使
用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在某个发展背景下，不同作用方
（包括青年）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如何影响计划最终成功或失败
的可能性。

机关及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司法机构进

行合作，以加强青年人在这些机构中的参

与，并为青年人提供更多司法保障。此外，

国家政府和议会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选

举援助组织还将对关于青年和青年参与的法

律框架进行审查和讨论，确定出并解决妨碍

青年参与的具体法律障碍（例如由青年领导

的组织面临的注册和筹资障碍）。（成果文

件2.4，2.6，3.4，3.5，4.2，3.4）

(i) 帮助基层青年组织和青年组织网络加强其治

理结构。（成果文件2.4）

(j) 探索社交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青年知

情权和加强青年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尤其

专栏 6 : 	 以事实为依据的青年政策工具

以事实为依据的强有力的青年政策需要大量翔实的数据。关注青年问题的国家人类发展报告(NDhR)便
是可提供此类青年统计分析数据的资源之一。

UNDP于1990年发布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并从1998年开始帮助世界各国编制关注青年问题的国家人
类发展报告。迄今为止，全球已发布了20多份国家人类报告（最近发布国家人类报告的国家有埃及、危
地马拉、尼加拉瓜、卡塔尔和索马里）和一份覆盖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南锥体的次区域报告。

青年问题国家人类发展报告可用作政策宣传和制定的工具，因为其编制过程涉及了国内所有相关利益方
和目标群体。a青年问题国家人类发展报告还建立在参与进程的基础上，旨在让青年组织参与其中，并
通过目标群体调查、协商和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为公众所了解。这些报告深入分析了青年在国内的处
境，以及当前存在的障碍和机遇，从而为UNDP计划和青年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一些NHDR还率先提出了许多与青年相关的指数，以衡量青年发展所取得的进步。这些指数可用于衡量或
监测青年福祉、赋权等方面的干预计划或青年面临的各种障碍的影响（取决于指数的具体构成）。这些
指数是一种强大的沟通工具，能够提高公众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并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

例如，埃及曾提出了一个青年福祉指数(Youth Well-being Index)，该指数可对进步的多个方面进行衡
量，包括教育、就业、安全、性别方面、参与度、ICT服务使用率等等。b肯尼亚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基
础上，通过针对青年人做出相应调整，构造了一个青年发展指数(Youth Development Index)。c索马里
提出了一个涵盖缺乏家庭支持、药物滥用和羞辱感等社会方面问题的青年失望指数(Youth Frustration 
Index)，并通过一项调查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些数据。d伊比利亚-美洲青年调查(Ibero-American 
Youth Survey)设计了一个青年期望指数(Youth expectations Index)，以用于在20个接受评估的国家衡量
青年对未来的积极或消极期望。e

目前，在获得按青年性别或年龄分列的数据方面仍存在许多挑战。但NhDR却不断在创新人类发展的衡
量指标方面取得成功。构建一个青年指数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该指数可供国家统计部门使用，可
提升对计划进展的监督效果，还可成为制定未来青年发展计划的一个起点。

a) NhDR指导性说明，UNDP，2013。b) 2012年埃及人类发展报告。c) 2009年肯尼亚人类发展报告。d) 2012年索马里人类发展报
告。e)第一次伊比利亚-美洲青年调查(1st Ibero-American Youth Survey)，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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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历来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48；研究如
何缩小数字鸿沟和推广更具包容性的信息传
播、共享和沟通交流方法。（成果文件2.4）

(k) 在国家青年政策方面，UNDP将为青年政策的
审查或实施提供支持；倡导编制重视青年问
题的预算，以协助实施青年政策；继续支持
开发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相关工具，例如用
于衡量青年政治参与情况的相关指标和关于
青年的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以帮助公众了解

青年政策。（成果文件2.4，4.3，7.3）

(l) 鉴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兴
起，UNDP也将探索创新的技术和方法来帮助
青年人参与数据收集与分析、决策以及公共

政策和青年倡议的监督。49（成果文件7.6）

UNDP将寻求与民间社会组织(CSO)、教育机构

和媒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鼓励青年人持续参

与社会事务和在学校、大学和外部正规教育体系

接受公民教育；UNDP还将以新项目培育者的角

色设计培训计划；支持由青年人领导的社区发展

和志愿组织；为小型青年创新项目提供灵活支

持；在多党派环境中为政党中的青年人提供能

力培养支持。选举期间，UNDP还可能同选举管

理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以确保青年人参

与选民教育活动的所有阶段，并将青年人列为

选举观察员。选举结束后，UNDP将敦促议会、

政府和支持青年权益的民间社会组织将青年的

呼声传达给议会和政府，帮助建立由青年人领

导的国家青年理事会和/或议会，促进青年组织

的发展，邀请青年组织参观国家议会，为学生

提供在议会、法律和司法机构及公共服务部门

实习的机会，建立和支持地方一级的青年理事

会，并为议会中的青年成员提供培训和支持。

48 www.juventudconvoz.org是一个由UNDP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
局建立的网络平台，用于在区域内共享知识和进行讨论，从而
加强青年个人和青年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49	 UNDP讨论文件：成果监督与评估方面的创新(Discussion Paper: 
Innovations in Monitoring & evaluations Results)，2013年11月。

青年战略的预期成果3

提高青年在增强抗逆
力行动中的参与度
参考了UNDP战略计划的成果2：
民主治理体系更加强大，能够满足民众对话语
权、发展、法治和问责制的期望；成果4：
在消除性别不平等和促进妇女赋权方面取得更
快进步；成果5：国家能够减小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并降低自然灾害（包括由气候变化导致的
自然灾害）的风险；成果6：在冲突和灾难过
后能够及早恢复并迅速回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冲突和灾难过后，应尽早开始恢复和回到可

持续发展道路。

通过动员青年和向青年赋权，使其成为
所在社区的积极变革力量（尤其是在危
机和自然灾难过后）的战略切入点

(a) 在危机过后，尽早帮助稳定青年人的生活，
并将此作为支持灾后恢复和促进社会团结的
一个重要举措。切入点包括提供应急就业和
创业计划（参见青年战略的预期成果1），
通过技能培训和经济扶持等方式恢复青年的
重要生计资产等等。为面临加入/重新加入
武装或犯罪组织风险的青年提供替代/多元
化谋生方式，以预防冲突。让青年参与灾后
重建工作（例如，恢复社会和社会经济基础
设施），以在帮助面临风险的青年重新融入
社会的努力中为其展现一幅更加光明的前

景。（成果文件6.1，6.2，6.4）

(b) 在备灾、教育和灾后重建工作中调动青年的
积极性，尤其是重点关注创造紧急就业、社
会基础设施重建和地方治理的工作。发现当
地的青年力量，同他们进行合作，并依靠他
们，认识到青年人在应急救援、社区更新、
重建和发展方面的贡献和潜力，尤其是在环
境脆弱的地区。帮助青年女性成为农村经济
中自然资源的管理者。支持适应和减缓气
候变化的措施，加强青年在气候变化相关
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有效参与，鼓励他们
提出创新的观点和解决方案。（成果文件 

1.1，5.2，6.1，6.2）

http://www.juventudconvo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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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也门利用 “ 3 x 6 ” 工具提高青年就业率

当3x6方法在冲突过后的布隆迪取得成功后，也门政府也采用了该方法，以将创新理念融入到基于储蓄
的青年就业项目中。3x6方法利用六项主要活动和三个阶段来促进包容性、所有权和可持续发展。该方
法旨通过创造相关条件帮助受到冲突影响的青年从应急就业过渡到可持续发展过程，这包括以现金支付
工资、设置储蓄项目、业务规划、可持续性审查、分配拨款和小型企业创业指导。该方法还将为项目受
助者掌控自己企业的发展进程和成果创造条件。

该方法被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和也门之友(Friends of Yemen)于2013年9月签署的青年就业行
动计划采用，并依据过渡协议或MAF（相互问责制框架，优先事项9：青年就业）优先立即实施。目前该
方法已经降低了青年人加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并提高了青年人参与社会和经济转型的积极性。已经取
得试行成功(2012-2013)，并拥有两年10514000 美元总预算的青年经济赋权项目(YeeP II)计划吸引8000
名弱势青年参与，并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帮助这些青年实现经济赋权。该项目旨在帮助也门政府和人民解
决2011年冲突的根源之一：青年失业问题。

UNDP也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许多支持，包括派遣人员驻也门总理办公室(Prime Minister’s Office)和也
门计划和国际合作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工作等等。此外，UNDP驻也门
办事处既在上游政策层面支持这项全国性青年就业计划的实施，又在下游支持3x6方法的实施，从国家
全面主导和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方面的支持具有紧密联系。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UNDP驻也门办事处网站：www.UNDP.org/content/yemen/en/home/library/
poverty/3x6-approach-for-youth-economic-empowerment-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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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维和部队的一名仪仗队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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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动员青年积极参与和平建设、领导非暴力转
型和利用新技术动员社区和社会发起变革。
帮助青年人和青年组织对决策的目标、选
择、技能、资源和渠道形成新的认识和理
解，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调解和协商过程中运

用这些新见解。50 UNDP将支持同青年进行
合作的倡议，以帮助青年设计关于祖国的各
种愿景，并通过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软技
能培训加强青年建设和平的能力，使青年在
减少暴力事件、提高全球安全和预防暴力事
件进一步演变为武装冲突方面做出积极贡
献。（成果文件 5.5，5.6，6.2，6.4）

50 改编自《2004年尼泊尔人类发展报告》，第10页。

(d) 支持青年和青年组织在帮助重建关系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国家及其公民之间 
重建社会契约（国家建设），从根源上解决
暴力、排斥、冲突问题以避免其再次发生。
（成果文件2.4，5.6，6.2，6.4）

(e) 分析和支持面向不同性别的增强抗逆力和减
少暴力行为战略，特别是在冲突中、冲突
后、军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危机环境下。这将
涉及社会规范转型和可能导致暴力（如基于
性别的暴力、性暴力和暴力维护男性角色和
男子主义）的性别身份形态改变。（成果文
件4.2，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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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尼加拉瓜青年，该项目还通过优先考虑教育和风险管理策略，帮助解决生计问题和获得干净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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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取得预期成果的
四管齐下方法

UNDP青年战略中提出的各项活动将通

过一系列进程来实现。UNDP将采取一

种四管齐下的方法来努力取得该战略的

三大主要成果。

A.	通过加强青年人和青
年组织的能力建设，
为青年提供支持

UNDP将采取的一项基本行动是在培养

青年人和青年组织的能力方面进行投

资，以使青年能够有效参与地方和国

家发展进程，并积极推动社会问责制和

创新发展解决方案。在同青年组织合作

的过程中，UNDP将采取适当的干预措

施，以便为青年组织提供能力评估支

持、加强青年组织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和

发展青年组织的机构能力（如决策过

程、参与度、知识和透明度、问责制、

领导力、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冲突

管理能力）。

1.	 青年的领导能力

青年人和青年组织能力培养的下一步行

动将主要集中在提升青年的领导能力

上，这涉及包括谈判能力、调解能力和

号召力等能力在内的领导能力培训，以

使青年人和青年组织能更明确有力地表

达青年政策和主张。这对于促进用于交

流青年领导力实践（例如，通过电子平

台、论坛、创新和领导力学社、青年领

袖交流项目等等）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非常重要。此外，召开关于一系列发

展问题的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论坛

也有助于提升青年的领导能力和培养一

支由领导才俊组成的领导队伍。这项工

作将以加强边缘化青年的参与为重心，

并特别关注性别不平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让青年和青年组织参与领导力培养

项目，UNDP将以事实为基础掌握其实

际影响范围，以及青年领导力、青年在

政策与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青年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决策机构中

的参与度之间的关系。

UNDP将采取的
一项基本行动
是在培养青
年人和青年组
织的能力方面
进行投资，以
便使青年能够
有效参与地方
和国家发展进
程，并积极推
动社会问责制
和创新发展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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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瓦市(Suva City)
，一名斐济女权运
动培训专员正在全
球#TimeToAct行动签
名板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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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环境

由于青年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之

间的动态关系和经验具有多样性，并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治理结构的

特征，因此，创建一个有利的环境至

关重要。为此，除了支持青年参与的

分散机构外，UNDP还将为加强政府内

部（包括但不限于青年部委和高级青

年委员会）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另

外，UNDP还将大力提倡青年组织之间

的同侪培训。

在同青年和青年组织就能力和领导力培

养进行合作的过同时，UNDP将继续同

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

密切合作，以为青年人搭建和发展适当

的平台，从而使他们拥有表达意见、发

出呼声的空间和有效参与的机会。

B.	通过在发展规划的各
个方面推广、宣传青
年问题和将青年问题主
流化，鼓励青年参与

在青年信息交流与传播系统/网络缺乏

或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同政府部门和非

政府组织合作开发和实现这些机制应作

为一项优先考虑的工作。这些合作将致

力于设计合适的沟通与信息传播媒介和

渠道，以激发青年人参与可持续人类发

展规划和解决方案的兴趣，并实现和不

断加强青年人的参与。青年人的信息机

制将考虑到青年人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使

用通信工具、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情

况。应特别关注没有接触过数字信息技

术的青年群体，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与

冲突地区、患有残疾和不识字的青年

人。邀请在国内、区域内或国际上知名

的人物担任青年亲善大使可能有助于吸

引那些无法接触信息通信技术(ICT)的

青年参与，如果能通过体育、音乐、艺

术、文化等形式传播此类信息，效果将

更好。

若要使青年人的观点和与青年人相关的

问题在发展规划过程中成为主流，则需

与一系列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和发展

领域的其他相关方进行合作。应确定出

倡导青年权益，并将青年问题纳入国

家、部门和地方一级的政策制定、预算

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切入点，这被认为

是一个将历时多年并涉及多个利益相关

方的复杂过程，其目的在于说明和变革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决策准则

和规范的根本性质。UNDP将同青年问

题主流化观点的实践者和拥护者展开合

作，以支持青年人参与政府政策和计划

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估，从而制定

出有利于可持续人类发展的规划、解决

方案和创新计划。

UNDP 还拥有一项独特优势，即能够有

效传达青年呼声和确保将青年问题纳入

优先发展领域，例如减少贫困、民主治

理、危机应对、环境与能源、健康与艾

专栏 8 ：支持培养青年人的领导能力

亚洲：为提高领导能力，促进善治，UNDP在亚洲开
展了一个对青年人这支重要的变革力量进行投资的
项目，并对治理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位于曼谷的
UNDP亚太区域中心(Asia-Pacific Regional Centre)认
识到青年人是国家和全球发展议程中的重要利益相
关者，并在2005 - 2009年间实施了亚洲青年治理领
袖(AYLG)项目。该项目为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在其他
治理领域担任领导职务的25-35岁青年提供培训，并
同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LeAD International合作开发
了一套定制化领导力资源工具，举办了五期全国性
领导力培训课程和两期地方性领导力培训课程，培
养了29名领导力培训师，为187名参加领导力培训的
学员颁发了领导力培训毕业(Leadership Fellows)证
书。后来，该项目的一些合作伙伴和学员对该项目
的许多方法进行了模仿和调整，并用本国语言在自
己的国家加以推广。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西班牙UNDP信托基金和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局(RBLAC)自2009年起实施了
一项名为“新青年领袖”的行动，以加强土著青年
（后来也包括非洲裔青年）及其组织的政治和社会
领导力。该行动共组织了七次全国性讨论和两次区
域性对话，并对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
拉、墨西哥和巴拉圭五个国家的661名土著青年领袖
进行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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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毒、女性赋权（一种实现青年有效

参与的典型方式）等等。在2015年后发

展框架内，UNDP将帮助在所有相关领

域实现青年问题主流化，并促进青年积

极参与国家协商和全球对话。此外，在

后续阶段，UNDP还将提供相关证据和

见解，以帮助设计与青年问题相关的指

标和目标，从而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在将青年呼声纳入发展政策和规划主流

的同时，UNDP还将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层面建立“关注青年”的内部组织

机制，以作为前者的有益补充，这包括

成立青年技术顾问委员会和青年参与工

作组，以负责监督青年人在UNDP内部

规划进程中的参与度；制定促进青年主

流化的沟通、了解和接触战略；改革

UNDP现有的实习方案和初级专业职位

的招聘要求，以使具有不同背景的青年

人，特别是社会-经济背景处于弱势地

位的青年人都能够贡献力量。

宣传和倡导在发展进程中加强青年赋权

和鼓励青年参与的行动将采取多种形

式，其中包括：

 � 倡导建立一个全球知识交流平台，
以促进北南、南南、南北和三方交
流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 同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UN 
Inter-Agency Network on Youth De-
velopment)进行合作，宣传青年问
题并将其纳入政策主流，特别是实
施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计划（UN 
Youth-SWAP），并监督、报告和公
布其实施情况。UNDP将同其在联合
国系统内部的合作机构和联合国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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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国际青年年
(UN Year of Youth)闭幕
式上，与会各方强调了
女孩和青年女性在促进
对话和相互理解方面扮
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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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青年问题特使进行合作，在各
个层面上倡导制定更具包容性的政
策和机制，并寻找更有效的协作机
制，以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合作计
划的协作度和透明度；

 � 通过与政府合作将青年问题纳入政
策主流并加以宣传；UNDP将通过多
种形式继续为加强青年参与治理贡
献力量，这些形式包括立法审查，
青年顾问委员会，编制和协助编制
青年问题报告，以及宣传青年人和
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例如
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青年人对
社会转型的积极推动作用、就业和
创业、借助ICT为青年提供对性别敏
感的服务（利用手机获得信息、医
疗和司法相关服务）等等； 在宣传
青年政策和提高青年人在决策过程
中的参与和代表比例方面，UNDP的
地位比政府更为有利，对此应加以
充分利用；

 � 根据青年组织进行的评估，通过同
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合作来将青年
问题纳入政策主流并加以宣传将有
助于增强这些组织在地方和国家层
面宣传青年问题的能力。在存在冲
突和冲突过后的环境中，有必要提
供特殊的青年问题宣传技能培训；

 � 由于社交媒体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已被证明是宣传和争取支持
的有效工具，因此，为了对青年和
青年相关问题进行宣传，通过创新
的宣传活动和新媒体深入到青年群

体内部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此
外，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挖掘众
包、游戏、移动技术等参与平台和
其他新兴的创新平台与手段。应确
保参与方式是由用户主导的，并适
合青年人；这意味着青年人从“参
与”过程的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从
而确保参与方法的设计适合用户。
依靠现有解决方案，倡导为青年人
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新方法提供

空间，这两点也非常重要。

在青年男女、广大民众、政府机构、 

民间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私营部门、

联合国姊妹机构之间建立的网络将是 

促进产生新想法并将之付诸行动的强大

推动力。

C.	通过思想领导、	
全球政策讨论和网络
扩大青年的影响力

由于千年发展目标(MDG)框架将在2015

年结束，因此，在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到

期后、2015年后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出台前，思想领导的地位将至关重要。

青年人将在参与、领导和影响发展辩论

和政策讨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

辩论和讨论中，各利益相关方将仔细研

究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获得的经验教

训，并逐渐形成前瞻性的发展解决方

案，从而以一种最佳方式处理好世界面

专栏 9 ：加强区域合作，保障亚洲青年权益

包括UNDP、“寻求共同点”(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组织和包容性安全研究所
(Institute for Inclusive Security)等组织在内的N’Peace网络以UNDP亚太区域中心为依
托，并积极肯定女性在预防冲突、解决争议、重建和平方面的领导作用。N’Peace 的
奖励计划（NAwards Initiative）专门为25-35岁的年轻女性设立了一项和平捍卫者新人
奖。荣获该奖项并加入N’Peace网络的年轻女性将获得在整个亚洲地区展示其工作，
以及参加相关培训、论坛和宣传活动的机会。在N’Peace网络中，UNDP亚太区域中
心主要负责在整个区域层面组织相关培训和其他活动、促进知识共享和提供宣传机
会。ASEAN 和 SAARC等区域政府论坛则成为了UNDP倡导加强青年参与和将青年问题
纳入政策对话的可用平台。

此外，还需
要进一步探
索和挖掘众
包、游戏、
移动技术等
参与平台和
其他新兴的
创新平台与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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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错综复杂的挑战之间的关系。工作

重点将是让之前从未参加过此类发展辩

论的青年人参与其中，并巩固青年及青

年组织和网络之间的联系，以加强青年

对公共政策动态的集体影响。UNDP将

帮助当前和未来的青年领袖确定和最大

限度扩大关于数据收集、测量和分析系

统的思想领导的空间，为了监督2015年
后议程的进展情况，必须将这些系统落

实到位。

专栏 1 0 ：落实青年政策的良好做法

在15-2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25%的伊比利亚-美洲，青年失业率带来了许多严峻挑战，目前，有25%的拉丁
美洲青年的基本需求仍无法得到满足。应对与青年相关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在2012年11月召开的第22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UNDP和伊比利亚美洲青年组织(OIJ)、联合
国人口基金、拉加经委会(eCLA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创新的出版刊物，该刊物详细介绍
了20个面向并覆盖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社会最边缘的青年的公共政策实例。
这表示UNDP开始尝试统计伊利比亚-美洲地区关于青年发展的政府进程的总数及其成果。与之形成补充的
是一份供进一步分析青年政策的区域调查报告。这些由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和私营部门制定并实施的
倡议为青年发展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并具有巨大的推广潜力。此外，这些倡议还涵盖了许多行
业/领域，包括创业、小额贷款、能力建设、学术机构、医疗卫生和青年信息中心。

欲查阅该出版物，请访问网站： 
http://www.oij.org/file_upload/publicationsItems/document/20121114001302_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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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
办的国际青年日活动上，
青年人正在思考未来发展
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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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通过支持国家青年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来维持
青年发展取得的进步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效的战略来保护青年

人免遭剥削和忽视，并支持青年的知情

权和积极参与社会各方面事务的权利。

为此，许多国家都曾尝试过制定一项基

于共识、长期有效、综合全面的跨部门

青年政策。有效且对青年有益的国家青

年政策战略指能够加强青年赋权，从而

积极影响和改变政治议程的战略。进步

的国家青年政策要求传统的决策者不仅

应为青年人服务，还应同青年人合作，

并允许青年人利用他们的经验帮助政府

制定适当的干预措施和服务。只有当国

家青年政策采用一种综合全面、协调一

致的跨领域方法，具有跨学科、跨部委

和跨部门特征，并将具体的政策干预优

先领域作为实施具体项目的基础时，才

不会沦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纸空

文。51 重视青年问题的预算编制也是政

府财政规划和政策实施的一个关键组成

部分。如果没有协调统一的国家政策框

架，青年计划仍将陷入不同部门各自为

政的局面。

51 UNeSCO，《通过国家政策为青年赋权》
(empowering Youth through National Policies)，
2004，6-7页。

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包括：为实施政策

调整法律框架、建立审查制度和帮助确

保已调集了计划实施所需的资金、人力

和知识资源。

UNDP 的有利地位便于其同政府部门、

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就青年

参与决策和青年政策制定问题展开对

话。这需要采取多种行动，例如，在缺

乏基准青年数据的地方建立这些数据；

审查法律框架（创造有利环境）；增强

公务员和青年领袖在青年政策制定方面

的能力；收集和交流国家和区域层面的

良好实践；帮助编制国家青年政策报

告，并以此作为制定和审查青年政策的

基础；协助对现有青年政策及其实施情

况进行评估。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充足的

基础设施来支持国家青年政策的制定、

实施和审查。因此，有必要为不同层面

的组织机构（包括地方青年委员会、市

级和省级青年委员会、国家青年委员会

和聚焦青年问题的国家机构）提供支

持。此外，还应对以下问题进行认真分

析，这些问题包括：国家青年政策的立

足点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政策已付诸实

践，有些政策却尚未执行？在同政府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实施现有政策的过

程中，青年人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UNDP	的有
利地位便
于其同政
府部门、	
民间社会
组织和其
他非政府
组织就青
年参与决
策和青年
政策制定
问题展开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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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监督与评估
我们应做出特别努力，对青年战略的相

关政策和计划进行评估和监督，这需

要考虑监督和/或评估需要使用哪些框

架、机制或工具，以及监督和/或评估

工作的专用资源是否充足等问题。因

此，制定用于衡量青年发展的相关指

标，尤其是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

(SADD)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想

情况下，这些指标应采用上下衔接的多

级结构，从而将UNDP青年战略同相关

青年政策和计划/项目框架连接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数据成果便可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包括联合国

全系统青年行动计划）上通用。UNDP
战略计划、国家规划、区域规划、全球

规划的实施框架和包含广泛指标的监督

与评估框架共同组成了一整套组织框

架，从而能够以一种协调统一的方式对

具体青年政策和包含青年战略的综合政

策进行监督和评估。

UNDP将制定和使用一些复合指标和特

定指标，例如，重点研究决策过程中的

青年参与度的指标，性别平等指标，

反映为特殊青年群体（例如冲突环境和

冲突过后环境中的青年人）的服务情况

的指标，反映受助者对青年服务的看法

和分析的指标等等。建立统计系统是

UNDP的一项首要任务，收集按性别和

年龄分列的数据则是这项任务的重中

之重。这不仅有助于衡量UNDP青年战

略在具体行动中的落实情况，还有助

于衡量该战略在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

果。各个国家的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AF)和其中包含的青年计划，以及

由UNDP和联合国姊妹机构提供的相关

监督工具也能为评估和监督工作提供数

据。UNDP将协助建立一个更加开放、

数据获取更加方便的反映发展进步的数

据环境（而非只提供关键指标），并鼓

励各发展合作伙伴支持青年人同决策者

进行更有建设性的合作。

传统的监督和评估方法通常都会包括季

度审核，以评估预先设定的阶段性目标

是否进展顺利。这些方法虽然重要，但

由于反应过慢，因此无法或不能及时影

响决策。鉴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兴起和

广泛应用，大规模复杂数据（“大数

据”）实时采集系统的出现，以及民间

社会和公众（特别是青年人）对问责制

要求的提高，因此，应同时采用传统的

监督和评估手段和新兴的创新方法（例

如众包、参与性统计、移动数据采集、

微叙事等）对结果进行三角分析和验

证，这一点非常重要。52

52 UNDP讨论文件：成果监督与评估方面的创新
(Discussion Paper: Innovations in Monitoring & 
evaluations Results)，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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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山共和国开展
的一个关于青年赋
权问题的联合国联
合项目采用了“以
用户为本”的设计
方法，从而使青年
人能够为解决青年
高失业率等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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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建立可持续	
的新型合作伙	
伴关系

青年赋权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UNDP能否有效调动各类资源，以及各

发展合作伙伴、联合国系统、区域和国

际组织、政府部门、民间社会、青年组

织、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和私营部门

能否紧密合作，从而协调各自开展的与

青年和发展相关的活动，并将青年人的

观点纳入各项政策和计划的主流。

A.	加强同民间社会和青年
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对话

UNDP将同青年问题专家和实践者、青年

组织、与青年人合作的民间社会组织及

青年问题专家小组积极合作，以同青年

人建立关系和进行接触。支持青年组织

并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在

青年人关心的领域，加强青年赋权，支

持青年人的行动，并提高青年人在各个

层面的青年决策和规划过程中的代表和

参与比例。同时还将致力于通过技能培

养和能力发展，增强青年人的号召力。

UNDP将扩大同全球性、区域性和全国

性青年研究团体和青年协会的合作，以

为其提供支持，并及时掌握青年领域的

最新知识动态。UNDP还将在涉及青年

计划和成果评估等领域的协商过程中同

青年问题研究人员合作，以加强以事

实为依据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方法。如上

文所述，UNDP青年战略的方法包括，

为青年人（受益者）服务（通过社交媒

体、有效方案、青年信息机制和其他接

触手段了解目标群体）；同青年人（协

作者）合作；为青年人（领导者，发起

人，大使，代表UNDP开展行动的青年

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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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肯尼亚的一个创新
和商业区内的一家ihub工
厂工作的年轻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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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高国家和地方政府的
认识，并与之加强合作

上文中多次提到，UNDP将继续同各级

政府紧密合作，因为青年赋权问题涉及

各个层面，从培养青年人的能力，到倡

导青年人的权益，及制定和实施相关政

策。与此同时，UNDP还将根据各个国

家和地区的独特情况，采取与之相适应

的创新方法来支持青年人有效参与社

会和政治事务，并同各级政府密切合

作，发现弱势青年群体和面临风险的青

年，与其进行合作，并更好地满足其需

求。UNDP将在各级政府部门宣传青年

议程，以提高所有政府机构对青年问题

的认识，从而促进青年政策的协调统

一，并帮助确保与青年相关的政府措施

配合良好、相得益彰。特别是地方一级

的合作关系对于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如

青年和城市可持续性、问责机制和服务

提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支持将青年

政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等政府规划也是

一项需优先考虑的工作，因为这有助于

确保青年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获得相

应的预算支持。此外，UNDP还将同相

关区域机构和政府间进程进行合作，以

确保青年战略同现有倡议和战略方法协

调一致，并相互补充。

C.	加强联合国系统内
部的合作，以促进
协调性和一致性

UNDP 为增强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以

及政府、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私营

部门等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性和凝聚力

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作为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
展网络(IANYD)的成员之
一，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是整合联合

国各机构资源的一个重要内部机制，通

过更多更深入的合作，我们可以一起

取得做出更大的成绩和发挥更重要的

影响。IANYD最初只是一个用于在联合

国各机构之间交流信息的知识分享平

台，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全

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促进青年发展的大

型宣传和合作网络。自2010年创建以

来，IANYD的会员数量和整合能力均取

得了增长。该网络不仅汇集了联合国各

机构的力量，还通过探索同青年更加紧

密合作的创新方式，提供了一个与青年

交流合作的平台。IANYD 还对在2013
年通过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UN 
Chief executives board)批准的联合国全

系统青年行动计划（见附录）的实施、

监督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2012和
2013年，该网络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

放在加强联合国内部机构间合作上，并

通过开展与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计划

相关的活动和行动，以及同青年领导的

组织、网络和团体举行公开会谈等形式

推进该合作。为实现上述行动计划，该

网络还利用专题子工作组来推进行动计

划中所列五个专题领域的进展。UNDP与

UN-Habitat共同主持了人权保护、公民

参与和政治包容领域的子工作组会议，

并同国际劳工组织等组织在就业和创业

子工作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3年4月，	
联合国行政首长
协调会(UN Chief 
Executives Board)通
过了联合国全系
统青年行动计
划，并将其作为
联合国系统内青
年规划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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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一场非政
府组织简介会上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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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
特使(UN	Secretary-General’s	
Envoy	on	Youth)的工作

UNDP 将为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

的行动计划提供支持，青年问题特使的

办公室在《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指导

下，根据联合国秘书长五年行动议程开

展工作。UNDP还将加强南南合作以及

联合国、各国政府和青年组织之间的三

边合作，以促进青年发展。53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约旦的 Ahmad 
Alhendawi 先生为他的首位青年问题特

使。Ahmad Alhendawi 先生于2013年1
月17日就任，他的工作是负责把青年人

的呼声传达给联合国系统。此外，他还

将同联合国内部相关机构、政府部门、

民间社会、学术团体和相关媒体进行广

泛合作，以改善青年人在联合国系统内

外的参与情况、权利和地位。联合国秘

书长认为，青年问题特使将承担“协调

者”的角色，即将联合国各机构联合起

来，以探索同青年人合作并为青年人服

务的合作机会。青年问题特使的工作计

划涵盖以下四个重要领域：参与、倡

导、合作和协调。

53 www.un.org/youthenvoy/the-envoys-work/workplan

3.	 同联合国志愿人员进行合作

为了推动青年志愿服务和充分发挥全世

界青年人的能量，联合国设立了一个专

项信托基金，以鼓励青年人在改善自身

生活的同时，也为实现发展目标做出

积极贡献。对UNDP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UNV)而言，这项新设立的青年信托基

金是在令人振奋的联合国青年志愿人员

方案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54 

该基金将在所有联合国政策和计划方案

中推进青年志愿服务。UNDP将同UNV密

切合作，以进一步推动致力于提升联合

国志愿者和专业人员能力和技能的行动

和倡议（特别是在青年从学校到工作的

过渡时期）（参见专栏10）；增强各级

政府制定国家和区域青年志愿计划的能

力；促进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志愿服务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发展节奏和

性质的一种强大手段，并建立在互助、

团结和社会凝聚力等内在核心价值基础

上。在谈到志愿服务在社会变革中所

起到的作用时，UNDP署长helen Clark表
示，“通过参加志愿服务，青年人在为

所在社区带来转型变革的过程中，也感

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公民参与感。”该信

托基金将为青年志愿服务模式的进一步

设计和实施提供经济基础，并最终使每

年在全球范围内有数千名青年人参与到

支持和平、促进发展的行动中来。

54 UNV新闻稿，2013年1月25日

专栏 1 1 ： U N D P 和 U N V 在西非进行合作	

在UNV 和UNDP为制定国家青年志愿人员计划向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
布基纳法索、佛得角、马里、莫桑比克和多哥五个国家如今拥有了关于志愿服务和支持促进青年
志愿服务的职能机构的法规。

这些被采用的关于志愿服务方面的法律有助于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从而支持（1）青年发展，例
如帮助青年获得和提高满足就业市场和职业发展需求的技能；（2）青年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例
如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http://www.un.org/youthenvoy/the-envoys-work/work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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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更广泛的发展共同体
内建立伙伴关系

UNDP将同相关多边组织、国际组织、

区域组织和发展伙伴建立合作关系，以

倡导青年发展问题，并就青年问题主

流化和倡导、政策制定、技术和规划合

作伙伴、青年研究、信息管理和影响评

估等问题加强合作。UNDP还将在企业

社会责任方面积极同慈善机构、基金

会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由于青年人

在就业市场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因

此，为了促进青年男女拥有平等的就业

机会，UNDP将同私营部门建立合作关

系，以帮助倡导消除歧视，并为社会和

企业内部的组织文化变革提供支持。

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匹配问题需要

加强企业、政策制定者、学术机构和职

业培训机构在设计课程、促进实习和制

定方案等方面的协调，以加强对教育和

技能培养的重视，从而最终提高青年人

的技能和适应能力。UNDP还将通过同

智库团体和研究机构合作来支持SADD和

其他类似数据的收集、研究和分析，促

进深入研究和帮助获得更多新知识。

这些合作将为UNDP的政策和计划提供

宝贵信息和思路，改善我们同青年的接

触和沟通方式，提高我们针对青年相

关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的影响力和可持续

性，并对促进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宏伟目

标产生积极作用。

UNDP	还将在企
业社会责任方
面积极同慈善
机构、基金会
和私营部门进
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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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全国磋商会
议的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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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 	 UNDP的组
织能力

A.	青年问题核心团
队和支持体系

UNDP负责青年发展问题的跨领域核心团

队由政策和方案支助局(bureau for Policy 
and Programme Support, bPPS)、各区

域中心和其他UNDP机构内专业团队的

工作人员组成，将继续为倡导和实施

UNDP青年战略发挥中坚作用。该核心

团队的职责还包括设计和协调全球青年

活动、代表UNDP行事、协助制定政策

和计划，以及为全面的监督和汇报工作

提供支持。在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和

顾问组成的团队(UNDP也可以通过快速

安排部署让该团队为各国办事处提供支

持)的协助下，UNDP核心团队将逐渐

发展为一支具备全球支持能力的强大力

量。该核心团队还将成为UNDP、联合

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和联合国秘书长

青年问题特使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s envoy on Youth)之间

的主要沟通桥梁；支持建立伙伴关系和

调动资源，以及建立和维护全球知识管

理平台和信息通信平台。

UNDP鼓励各内部机构、区域中心

和国家办事处建立青年问题协调中

心。UNDP还鼓励所有内部业务机构引

进青年专业人才。

B.	知识管理

UNDP将在组织内部专门建立一个青年

门户和知识管理平台，以通过在线讨

论、虚拟辩论、网络研讨会、知识传

播和其他活动促进知识交流。这将帮助

UNDP在社交媒体上开展青年工作，并

为联合国现有平台和团体提供支持。

C.	伙伴关系和资源调动

UNDP将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积极

发展伙伴关系并调集资源，以确保该战

略的顺利实施。

D.	拓展青年参与空间

UNDP将建立一个UNDP青年顾问委员会

并将每年举行会议。UNDP还将推动在

UNDP各区域中心和国家办事处建立青

年顾问理事会(Youth Advisory board)。
在确定这些组织的人员构成时，UNDP
将考虑各专题领域的特殊性、性别平

衡、成员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性等因

素，并将特别关注那些历来被边缘化

的青年群体和弱势青年群体的代表席

位。UNDP还将支持在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UN Country Team)内部成立联合国

青年工作队(UN Youth Task Forces)，并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建立潜

在磋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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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兹别克斯坦举
行的一场项目管理
培训和社会创新培
训会上，参与者写
出了他们认为的一
些优先事项，包括
成立由青年领导的
旨在解决气候变化
问题的组织，向患
有残疾的青年女性
教授编珠手艺，培
养学生对科学和设
计的兴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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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录1：“青年”的定义详解

UNDP青年战略建议重点关注年龄在15岁至24岁
之间的青年男女，但也可以根据各个地区和国
家的实际国情和青年政策，将覆盖人群的年龄
提高到30岁，甚至35岁。

为便于统计，在不影响各成员国的其他青年定
义的原则下，联合国将“青年”定义为年龄在
15岁和24岁之间的人。55联合国其他一些实体、
机构、组织和区域组织可能对青年有不同定
义，联合国秘书处(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对
此表示认可。下表56 列出了这些差异：

实体/机构/组织 年龄

联合国秘书处(UN Secretaria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国际劳工组织(ILO)

青年：15-24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 habitat)
（青年基金）

青年：15-32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世界卫生组织(WhO)/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青少年：10-19岁
年轻人：10-24岁
青年：15-24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儿童权利公约(The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the Child)

儿童：18岁以下

非洲青年宪章 

(The African Youth Charter)
青年：15-35岁

在全球许多国家，从青年时期过渡到成人或独
立生活的年龄通常都超过了24岁，即使是30岁
的人，仍需要获得增强能力的机会，无论是因
为就业环境竞争激烈，还是希望获得领导职务
或取得成功的政治生涯。有些人认为，考虑到
全球各地的社会现实，应降低青年人的年龄限
制（例如，青年吸毒者或13岁的年轻母亲也应
被纳入到青年计划的覆盖范围，以帮助这些人
其重新融入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但也有一
些人认为，青年群体的年龄不应低于18岁（大
多数国家规定的投票年龄）。

全球许多国家的国家青年政策中关于青年年龄

55 UN DeSA说明文件，青年的定义。

56  同上。参考文献：UN Instruments, Statistics; Agenda 21; UNFPA; 
UNICeF; 非洲联盟, 2006.

的定义都与UNDP不同。非洲青年宪章(African 
Youth Charter)将青年人的最大年龄定为35岁。
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将青年人的最大年龄定义
为40岁。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政策中的
青年定义57 也未将青年的年龄限制在25岁以下。

这种多样性表明，考虑到规划和政治领域的优
先事项，可能有许多种不同的青年定义方法，
包括人口、生物-心理-社会和社会学方面的定
义。虽然大多数国家和机构均采用基于年龄的
定义，但也有一些国家和机构将青年视为一个
社会学概念，认为青年是向成年期过渡的一段
时期58，且这种过渡并非始终和生理-心理-社会
过渡同步。这种社会学定义考虑了青年人经历
的多样性、复杂的社会现实影响这些经历的方
式的多样性，以及青年人运用这些经历的能力
的多样性。如今，在以往认为的阶级、种族/人
种和性别是塑造青年人前景和身份的主要因素
的说法中，还加入了许多新的因素，例如地理
位置、流动性、残疾、教育和技术。这些因素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后，便可带来较好或较
坏的人生机遇。

关于青年人年龄讨论的关键问题是：“青年
人”与“年轻的成年人”的分界线。这两个概
念有重叠部分，但青年人往往指那些政策希望
他们“保持良好状态”的群体（例如学习，远
离毒品和犯罪，在空闲时间做些有建设性的
事），而年轻的成年人的生活则相对较为独
立，这些人可能目前仍在学习，但却即将进入
或者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可能暂时没有
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涉及的主要是提
供“生活管理”支持：组建家庭、住房和就业
方面的相关能力和抗逆力。这条“分界线”在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位置。此外，还有一
个老生常谈的政策问题，即真正的挑战是建立
基础（例如参与、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的基
础），还是解决挑战（例如缺乏民主或民间团
体能力培养、青年失业、或药物滥用和心理健
康等问题）。59

在设计青年战略时，UNDP就即将采取的青年年
龄范围进行了广泛讨论。大多数人认为，除了
应遵循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关于

57 http://www.usaid.gov/policy/youth

58 howard Williamson为欧洲青年提供支持(Supporting Young 
People in europe)，2002年，31页。

59 howard Williamson教授（英国威尔士格拉摩根大学欧洲青年政
策学教授）的投稿。

http://www.usaid.gov/policy/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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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定义，按年龄划分青年外，UNDP还应超
越这种方式，提出一个综合考虑了青年人和社
会的看法和期望的功能性定义。因此，UNDP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提出一个足够广泛、灵活的
定义，使该定义既能反映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
和实际需求，又能切中待解决的问题本质。

虽然联合国使用的青年定义对于开展统计工作
非常重要，但UNDP在进行战略规划时，仍需根
据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对其做出相应调整。例
如，驻非洲各国的办事处应采用《非洲青年宪
章》中的青年定义。

UNDP致力于通过为青年人的学习、能力培养、
包容性参与和公民参与提供支持，帮助青年人
释放最大潜力。因此，UNDP青年战略采用了一
种灵活的年龄范围，即UNDP建议重点关注年龄
在15岁至24岁之间的青年男女，但也可以根据
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实际国情和青年政策，将覆
盖人群的年龄提高到30岁甚至更高。

附录2：联合国全系统青年
行动计划(United	Nations	
Youth-SWAP)的承诺与措施

在联合国秘书长和各成员国呼吁制定一项关于
青年人的行动计划的大背景下，联合国各组织
机构开始制定第一份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计
划。之后，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通过 
一个涉及27个联合国实体（包括UNDP）的流程
制定了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计划（并考虑了
来自另外22个机构提供的相关意见和信息）。
此外，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IANYD)也开
展了一项用联合国所有官方语言提供的全球在线
调查：共有来自186个国家的超过13000人参与了
该调查。60

2013年4月，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会(UN Chief 
executives board)通过了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
动计划，并将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青年规划的
框架。这将增强在和青年发展有关的关键领域
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同时，这还是实施世界青
年行动纲领（1995年）和秘书长五年行动议程
中的青年相关计划（2012年）的一种方式。该
计划以联合国各机构的职责、专业和能力为基

60	 IAYND，‘Uniting 4 Development’，2013年12月。

础，汇集了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优势，并促进了
联合计划工作的开展。

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计划主要关注以下五个
专题领域：

 � 就业和创业；

 � 权利保护和公民参与；

 � 政治包容；

 � 教育（包括全面的性教育）；

 � 医疗卫生。

该行动计划希望让和平地区和受冲突影响地区的
青年的处境都得到改善。此外，该计划还将性别
平等纳入主流，并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视为整个计
划的推动因素。鉴于各个国家的青年定义有所不
同，因此，该行动计划也可适用于年龄超过24岁
的年轻人（尤其在政治包容方面）。

该计划设立了一个定期会面的核心小组。UNDP
则在以下两个领域为该计划提供协调和报告支持

 � 就业和创业（由国际劳工组织牵头、UNDP
积极参与的专题领域，与UNDP战略计划的
成果1相一致）；

 � 政治包容（由UNDP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共同牵头，与UNDP战略计划的成果2、4、
6相一致）。

UNDP青年战略也同这些角色和职责完全一致。

Youth-SWAP是加强联合国内部各实体间合作的
一个重要工具，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关
注和协调各项行动计划。创建和进一步加强国
家和区域网络对于实现计划目标并将计划实施
落实到规划层面而言至关重要。联合国机构间
青年发展网络将每年报告一次该行动在各个层
面的实施进展情况。为便于衡量进展情况，我
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指标。各项指标的基准值将
在第一年的报告中加以确定。我们预计，在实
施方面，UNDP青年战略和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
动计划将相互加强，相互促进。

欲了解关于 IANYD职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Uniting 4 Development’：

 � 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 
youth/un-ianyd.pdf

 � http://www.unsceb.org/content/ 

youth-swap-commitments-and-measures

http://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un-ianyd.pdf
http://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un-ianyd.pdf
http://www.unsceb.org/content/youth-swap-commitments-and-measures
http://www.unsceb.org/content/youth-swap-commitments-and-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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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ial.un.org/youthyear/docs/Fact%20Sheet%20-%20Youth%20Fostering%20Dialogue%20and%20Mutual%20Understanding.pdf
http://social.un.org/youthyear/docs/Fact%20Sheet%20-%20Youth%20Fostering%20Dialogue%20and%20Mutual%20Understanding.pdf
http://icpdbeyond2014.org/about/view/29-global-review-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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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ost2015hlp.org/featured/high-level-panel-releases-recommendations-for-worlds-next-development-agenda
http://www.unv.org/en/what-we-do/youth/doc/un-establishes-trust-fund.html
http://go.worldbank.org/Q42ZSKGOP0


缩略语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SO 民间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eC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hIV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ANYD 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Network on Youth Development)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DPs 境内流离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LO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LGbTI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Rb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r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ARC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DD 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sex and age disaggregated 
data)

UNDAF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amework)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 YOUTh-SWAP 联合国全系统青年行动计划(United Nations System Wide 
Action Plan on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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